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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從文化交流與出版的觀點出發，沿著《臺灣教會公報》的
脈絡，研究(1885-1932)傳教士主理報社業務的時期，臺灣基督長老
教會翻譯、創作、出版和引入的「白話字兒童讀物」。
這些以閩南方言羅馬拼音為載體的「白話文」作品，代表晚清到
日治中期兒童讀物出版與交流的部份成果，也是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
文字事工在臺灣的延伸發展。
本研究以敘事體文類為主，先以歸納法建構證道故事的類型，再
以類型比較法、文本分析法研究寓言、小說、民間故事、神話、傳說
和童話，後者若非同時擁有證道故事的雙重身份，就是以證道故事的
例證存在。
這段時期《臺灣教會公報》發行的足跡從臺灣地區、中國大陸到
日本、英國、美國、加拿大。國際化大量取材的路徑從晚清時期已經
定調，作品主要以兩種方式呈現﹕一、創作、翻譯、改寫時不渲染宗
教色彩。二、以深淺不一的本土化和證道故事化進行創作、翻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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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段時期的作品以基督教思想為依歸，又有希伯來文化、世界各
國文化、中華文化、方言文化多元文化薈萃的特性，與《聖經》產生
高度互文性。作品側重寫實主義，以崇高美學為基調。
兒童讀物的譯介與兒童相關的敘事從創刊初期就已經開始，作品
的質與量在 1924-1926 年間都達到最高峰。兒童與兒童讀物受到重視
有兩個原因﹕一、基督教義本身高度重視兒童和兒童教育，二、教會
對外擴展和對內傳承的需求增加。
單行本兒童讀物主要的來源是廈門地區，其次才是臺灣本地的出
版。這個時期出版、譯介的作品實為臺灣和福建廈門兩地基督教人士
共同努力的成果，參與者以來華傳教士為主，華人基督徒次之。
兒童的形象主要從受難者、罪人、天使三個面向交疊而成，投射
出兒童是天國人的倒影、相對純潔的罪人、成人真理啟蒙者的兒童觀。
女童的能見度高，作為主要人物的數量多，智慧、聰明、剛強、堅忍
的形象飽滿，跳脫當時受傳統封建思想影響臺灣女性卑弱的社會形象，
從基督信仰出發賦予兒童尊貴的生命價值。
關鍵詞﹕白話字、兒童讀物、兒童觀、《臺灣教會公報》、證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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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hildren’s Books from Taiwan Church News
Publication and Introduction (1885-1932)

Chen Weil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oin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publication, the study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creative works, public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Pe̍h-oē-jī, Romanized Taiwanese children's books"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missionary newspaper business
(1885-1932), in the context of the Taiwan Church News.
These works, which take Romanized Chinese South Min as the
carrier, represent som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exchange of children's books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middle of Japanese
ruling period, and are also an exten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riting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and ministry i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study focuses on narrative style, first employing inductive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type of exemplum story, and then with type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text analysis to study fables, novels, folk tales,
myths, legends and fairy tales, the latter if not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story, is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case and
evidence of the story.
During this period, Taiwan Church News published in many places
iii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o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The path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material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been set. The works
are mainly presented in two ways: firstly, creative works, translation,
rewriting without rendering religious colors, secondly, with different
depth of localization and exemplum story to conduct creation, 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The works of this period are based on Christian thought,
and the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brew culture, culture of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Chinese, and dialectal culture, which are highly
relevant to the Bible. The work focuses on realism and bases on lofty
aesthetics.
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books and children-related narratives
bega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ublication, and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works peaked between 1924 and 1926.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children and children's books are valued: first, Christianity itself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hildren and children education, and second, the
external expansion and the internal inheritance of the church were in high
demand.
The main source of offprint of children's books is from Xiamen,
followed by local publication in Taiwan. The works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during this period are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orts of Christians
in Taiwan and Xiamen, Fujian Province. Those who took part in the
works were mostly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followed by local Chinese Christians.
The image of the child is mainly from the threefold perspective of the
victim, sinner, and angel. It projects children as the reflection of heavenly
iv

people, relatively pure sinners, and the child view of adult truth
enlightenment. The girl visibility is high, as the number of main
characters is quite a few and mostly appears to be wise, intelligent, strong,
and stoic. The image is full and the idea jumps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feudal thought at that time by the weak social image of women in Taiwan.
It gives children a noble value of life from Christian faith.

Key Words: Pe̍h-oē-jī, (Romanized Taiwanese,) children’s books,
children’s view, Taiwan Church News, exemp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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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有歷史記載以來，臺灣就存在族群多元共生，宗教思想複雜，政治劇烈變
動的狀態。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臺灣處於去殖民、去脈絡、多元主義、相
對主義、自由主義當道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因著電子媒體便捷，國際
交流頻繁，以及國家語言政策重視母語發展1的影響，閩南、客家族群和原住民2、
新住民的語言在社群和媒體上活躍起來，兒童教育與兒童讀物的內涵不論在語文
表述以及思想底蘊方面，都較上一世紀複雜許多，研究者可以接觸的範疇變得更
3
深更廣 ，「臺灣」兒童讀物的定義與範圍產生位移。
每種語言和他種語言的交際，都存在著可譯和不可譯性。語言的不可譯性往
往表現出該語族思想情感最精微，最有生活情趣的部份，保存母語形同保存族群
的文化特色。母語教育的推動，帶動母語兒童讀物的出版，現代兒童文學研究者
自然不能忽視母語兒童讀物的研究與史料建構，並多方考量兒童讀物的發展史
觀。
兒童文學史家邱各容先生說﹕「史料是建檔勾微的磚石，沒有豐富的史料難
有美好的史篇。」
，
「文學史是文學研究的成果之一，無論是文學通史或是斷代史，
無論是文學專史或某某文類發展史，無論如何，它們都迫切需要完整而準確的資
料，換句話說，就是文學史料。」
，
「沒有充分而正確的史料，文學史的工作就無

1

1999 年 5 月，母語納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將從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閩南語、客家語

及原住民語等母語教學。2000 年 3 月教育部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第一學習階段）
暫行綱要＞開始落實課內母語教學。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史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 ›
milestone(2019.02.25)
2

原住民各族的起源傳說、社會制度、歲時祭儀，語言服飾各不相同，過去原住民按漢化深淺分

成「高山族」
、
「平埔族」
。現在原住民分成 16 族，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
魯凱族、鄒族、賽夏族、雅美（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s://www.cip.gov.tw/portal/cateInfo.html?CID=
8F19BF08AE220D65(2019.02.25)
3

近年母語方面的研究、出版增加與語言政策的開放程度有關。游珮芸提到 1987 年解嚴以前，

日治時期的相關研究曾經是禁忌，解嚴以後相關的研究紛紛出版，研究範疇確實受到政策顯著的
影響。見游珮芸，
《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市﹕玉山社，2007 年 1 月，頁 25，註 5。
1

法完成。一般文學史如此，兒童文學史又何嘗不是如此。」4母語兒童讀物的史
料挖掘將成為建構更全面臺灣兒童讀物發展史不可或缺的前期準備。筆者原先關
注以漢語為載體的中外基督教兒童讀物，因此，轉而投入母語兒童讀物的史料溯
源，期盼為兒童讀物各類史學的研究積攢一磚一瓦，特別是較少人涉足的早期臺
灣基督教兒童讀物研究。
臺灣各族群的母語，原先沒有文言一致的書寫系統。十七世紀荷蘭基督教傳
教士來臺，以及十九世紀歐美各宗派基督教來華以後，為了有效達成傳教使命，
讓信仰根植在聖經的基礎上，各國傳教士們陸續為原住民平埔族、同屬漢族的閩
南、客家各方言族群建立起文言一致的羅馬拼音書面系統，用在生活溝通、學校
教育、翻譯《聖經》和其他書籍上，讓各族群能用最貼近自身民族情感的母語閱
讀《聖經》，發展出以基督信仰為主體的母語生活文化圈。雖然方言羅馬拼音的
發展和能見度曾經受到官方強勢語言的壓抑和遮蔽，但在寬鬆的語言政策下，有
機會恢復從前蓬勃的生機。
《聖經》不但是宗教經典，更是文學中的文學，《聖經》譯本所到之處影響
著世界各國的文學與兒童文學。時至 2020 年，閩南族群5、客家族群6、阿美族、
4

邱各容，＜前言＞《臺灣兒童文學史》，臺北市﹕五南，2005 年 6 月。

5

1850 年起駐廈門傳教士開始翻譯閩南語《聖經》
，主要是廈門腔，也有漳州腔。美國歸正教會

三位牧師羅啻（Elihu Doty）、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胡理敏（Alvin Ostrom）和倫敦
宣道會傳教士施敦力約翰（John Stronach）是早期主要譯者。1865 年南部台灣設教以前，僅有約
翰福音、馬可福音、路得記。
《新約》全譯本 1873 年出刊，集合 1880 年到 1844 年間單行本的《舊
約》全譯本在 1884 年初刊。詳見﹕＜早期的閩南話聖經＞，史話 024、＜馬雅各監印新約及舊
約＞，史話 025，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

客語的羅馬拼音字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1847 年巴色會（又稱巴色差會、巴色傳道會、崇真

會， Basel Mission/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開始來華宣教工作，以客家人作
為主要的對象。韓山明（又稱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黎力基（Rudolph Lechler）是第一
批來華的傳教士。韓山明在華 7 年，病逝前整理了共 180 頁的客家方言字典手稿。1860 年黎力
基 翻 譯 的 客 語 羅 馬 字 拼 音 《 客 語 俗 話 馬 太 傳 福 音 書 》（ Das Evangelium des Matthaeus im
Volksdialekte der Hakka-Chinesen = Ma, thaì tšhon, fuk yim, šu, Hak ka, syuk wà）在柏林出版，是目
前已知最早的客語《聖經》
。詳見﹕翁佳音，＜瑞士巴色傳道會出版客家話書籍之分析研究＞，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13 年 11 月，頁 7。
客語羅馬拼音在臺灣流傳、應用的紀錄見於長老教會的報刊《臺灣教會公報》1933 年 6 月（第
579 期）到 1936 年 4 月（第 613 期）共 26 篇「廣東族通信」Kóng-tung-chhu̍k thong-sín，當時以
廣東族稱呼客家人。這當中是否有兒童讀物，或有關兒童的敘事還有待考察。長老教會早期極力
推廣閩南語，相關文獻和作品累積豐富﹔相形之下客語羅馬拼音的推展較晚，相關文獻也較少。
客語全譯本《客語聖經:現代臺灣客語譯本》直到 2012 年 4 月 22 日才由聖經公會出版，以四
縣腔漢羅對照的形式呈現。
2

太魯閣族、魯凱族已經譯成羅馬拼音《新舊約全書》﹔布農族、賽德克族即將出
版《新舊約全書》﹔達悟族、鄒族譯成《新約》﹔排灣族、泰雅爾族譯成《新約》
和部份《舊約》7。族語《聖經》有助於母語的保存，更有利於以母語為載體的
兒童讀物創作、翻譯。語料豐富的《聖經》對未來母語兒童讀物將產生何種影響，
是一個值得密切觀察和研究的對象。
有文字始有記錄口傳文學，創新文學的可能。雖然臺灣各族群中，原住民平
埔族(西拉雅族)最早有羅馬拼音文字系統、《聖經》譯本、祈禱文、字典，並且
最早設立男女童學校。8在荷蘭人離臺後，基督教信仰也隨之流失，使用長達約
150 年的文字幾乎斷絕。9目前殘存的文獻有原住民與漢人之間土地買賣的契約書
10
、
《海德堡教理問答》
、
《馬太福音》
、講道文11，但還未發現其他可供考察的文學
作品和兒童讀物12，但已打開十七世紀兒童讀物的想像空間。
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是最早來臺的基督教宗派，當時以
人口最多的閩南族群為主要傳教對象，是一個重視思想體系、組織架構、歷史脈
絡、文化資產和全人教育的教派。兒童讀物的興衰與兒童教育受重視的程度息息
7

黃玉琴，＜族語聖經翻譯，發現上帝心意＞，臺灣教會公報社，2020 年 2 月 14 日。

https://tcnn.org.tw/archives/65716(2019.02.25)
8

1651 年時臺灣已經有馬太、馬可、約翰、及路加福音第一章，以及部份的使徒行傳手抄本流

通。荷蘭倪但理牧師（Daniel Gravius，1616-1681）在 1661 年出版一本以荷蘭文與西拉雅文對
照翻譯的福音書（含《馬太福音》
、《約翰福書》）
，後來《約翰福音》的部分佚失。1888 年甘為
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1841- 1921）依倪氏殘本，復刻荷文、西拉雅文和英文對照的《馬太
福音》
，是了解西拉雅族語的重要素材，目前西拉雅族語已經進行復育和推廣。詳見﹕賴永祥，
《基
督教臺灣宣教史文獻》
，出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
臺南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1965 年，附錄五，頁 4﹔林昌華，＜給西拉雅子民
的第一本聖經＞《臺灣教會公報》第 3450 期 ，2018 年 4 月，頁 18-19 ﹔鄭仰恩，＜簡述荷西時
期的宣教＞﹕「1636 年起在新港為男女孩童開辦學校，教授羅馬拼音及基本教理」
。
9
1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3。
俗稱「蕃仔契」，同上註﹔學界稱「新港文書」，但李瑞源認為稱「蕃語文書」較適切，能統

括使用羅馬拼音的各社群，再依據契約內容分為新港文書、蔴豆文書、大武壠文書、下淡水文書、
茄藤文書。李瑞源（Paparil Tavali）
，＜從新港文書看 16-19 世紀的平埔族＞《原住民族文獻》電
子期刊刊第 3 期，2012 年 6 月。筆者以為可用「平埔文書」來指稱。
11

林昌華，＜17 世紀臺灣改革宗教會簡史＞，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2

林昌華，＜荷蘭時期教會人物檔案（二）臺灣改革宗教會的奠基者—甘治士牧師＞，
《新使者

雜誌》2008 年，12 月號，頁 36。記載荷蘭首位來臺牧師甘治士（英語：George Candidius，拉丁
語：Georgius Candidius，1597 年－1647 年）以荷蘭文寫下的人類學著作《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
簡短的故事》（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或譯《台灣略記》
，介紹和探討
西拉雅族的社會組織與風俗習慣，其中是否記錄西拉雅族的民間故事與傳說還待細究。
3

相關，長老教會重視語文教育，來臺基督教派中最早設立印刷所、創辦報刊，歷
來累積了豐富的閩南語(白話字)史料。現今在官方與民間共同努力下大批史料已
經數位化，筆者預估這批史料蘊藏著豐富的兒童讀物。
學界對臺灣兒童文學史的起點早已存在著爭議13，但最早的書面兒童讀物究竟
出現於何時呢？白話文出現的時間比五四運動還早已經得到證實14，但以白話文
書寫的兒童讀物最早出現於何時呢？目前日治以前的臺灣兒童讀物發展狀況還
未揭曉，以現存的漢字文獻也罕見兒童文學的蹤跡，想要解開這些疑問，考查史
料必得另闢書蹊徑，而長老會這批史料可為以上爭議帶來解決的契機。
基於上述原因，筆者在眾多方言體系中，選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採用的方言
兒童讀物為研究起點，期待藉著本研究發現晚清時期、日治以後閩南語羅馬拼音
兒童讀物的發展狀態，擴充臺灣兒童讀物史的認知面向。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文字事工概述
由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是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華傳教工作的延伸，要了解臺灣
長老會採用的方言兒童讀物以前，需要先了解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的文字出版狀
況。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1885 年(含)以後才有自己的出版品，在此之前來華傳教
士創辦的報刊、出版的兒童讀物已經為數可觀。
十九世紀來華基督傳教士從：傳教、醫療、教育、慈善、出版15、建築、音
13

謝鴻文提到﹕「
《臺海史槎錄》是 1722 年巡臺御史黃叔璥來臺的見聞，遍記平埔族各社歌謠，

記錄方式用漢字記音，再以漢語釋義，這是平埔族最早的文學資料。其中一首北路諸羅山打貓社
番童夜遊歌，既算是童謠，當然是臺灣兒童文學不可遺漏的一部份。」詳見，謝鴻文，＜臺灣兒
童文學史發展的異議＞國語日報，兒童文學版，2004 年 7 月 18 日、25 日。謝鴻文據此，認為臺
灣兒童文學史的發展應上溯明、清，甚至更早時期的作品或口傳文學。
14

李勤岸指出早在 1918 年五四運動以前，1885 年創刊的《臺灣府城教會報》，一開始就以是本

土的白話文書寫，實踐「我手寫我口」的主張，臺灣的白話文運動至少早了白話文運動 38 年。
詳見﹕李勤岸，＜白話字文學－臺灣文學早春＞，臺灣文學館通訊，第 22 期，2009 年 3 月，頁
52-56。
15

黎子鵬，李金強等主編，＜聖教書會與基督教在華翻譯出版事業＞《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

百年論集》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9 年，頁 353。筆者以為在多數學者認定的傳教、醫
療、教育、慈善、出版五大面向外，傳教士帶來豐富的西方聖樂，興建的教堂、學舍以具體形式
4

樂多方面落實督基教信仰，文字印刷出版事業可說是來華宣教工作的先鋒。來華
傳教士，在原有的漢字系統以外，創制羅馬拼音方言系統、漢字偏旁方言系統16，
交互運用不同的文字載體出版讀物。
基督教的出版品，可細分為《聖經》、期刊、書冊三部份。不少傳教士意識
到在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文字佈道的功效更深遠更持久，因此在傳道之
餘，致力翻譯《聖經》和西方基督教作品，編印基督教期刊，撰寫福音書冊。
基督教文字出版事業到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分工，聖書公會專門出版《聖經》，
其他基督教書刊由聖教書會出版，各大差會自己的出版機構遵照母會宗旨著作翻
譯、出版、分發福音書刊。倫敦聖教書會、美國聖教書會始終是在華聖教書會的
主要贊助機構，對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影響深遠。在華聖教書會有﹕華中聖教書
會(1876-1915，漢口)、中國聖教書會(1878-1895，上海)、華北聖教書會(1883 -1915，
天津)、華東聖教書會(1885-1895，上海)、華西聖教書會(1899-1941，重慶)、閩
南聖教書會(1908-1937，廈門)、兩粵基督教書會(1910-1937，廣州)17。閩南聖教
書會專門出版廈門話拼音書刊，從歷史文化和地緣關係來看，閩南地區與臺灣緊
密連結，對臺灣方言文字和出版品的影響，將是本論文關注的地方。
傳教士報刊從米憐(William Milne,1785~1822)來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察世
俗每月統記傳》開始刊登伊索寓言，後起的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
《中西聞見錄》The Peking
Magazine 也相繼引介伊索寓言。對中國產生廣泛影響的《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 大量刊登譯介、改寫、仿寫的伊索寓言，引起中國本土寓言的創作風
潮18。最早的兒童畫報《小孩月報》CHILD’S PAPER，編譯自西洋兒童文學的故
事、童話、成語、詩歌、寓言(伊索文寓言、拉封丹、萊辛)影響中國近代兒童文
學的發展﹔其文章選材、欄目版式、行用語風格，奠定中國兒少報刊的基本範式
19
(上述報刊出版資料詳見附錄表 1)。
傳教士來華之初即關心兒童啟蒙教育，麥都思模仿中國啟蒙童書《三字經》
編寫基督教義的《三字經》，在 1823 年出版。1824 年麥都思又以類似的體裁出
表現各國基督信仰的建築美學也應當列入。
16

美南浸信會傳教士高樂福（亦名﹕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 1902)，1855 年出版

《上海土音字寫法》推行他創造的方言拼音系統，但出版品很有限。詳見﹕施曄，＜近代傳教士
所撰上海方言文獻考述＞，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 46 期，2017 年，春，頁 124。
17

同上註，頁 354-361。

18

高飛、吳淳邦，＜十九世紀傳教士教刊刊載中譯伊索寓言的流傳與影響＞《中國小說論叢》

第 41 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頁 153-174。
19

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
，上海：復旦大學，2011 年，頁 242-252。
5

版專為學童而做的《小子初讀易識之書課》，以簡單的字句逐漸加深宗教道德意
識，四字一句，有押韻，學童喜歡誦讀20。1819 年米憐在馬六甲出版小說《張遠
兩友相論》，模仿章回小說的形式，大量使用對話體談論基督教信仰，是第一部
來華傳教士創作的小說。直到 1907 年，
《張遠兩友相論》仍然被視為用中文著述
21
最有價值的基督教書籍之一。 雖 然 以 現 今 重 視 兒 童 意 識 的 標 準 來 看，不
再 將 《張遠兩友相論》列入兒童讀物，但《張遠兩友相論》頗受好評的效應引
起傳教士重視小說的傳教功能，並且影響後來傳教士翻譯、創作兒童小說的手法，
重要性不言而喻。
隨著傳教範圍的擴大，傳教士陸續辦學興學，兒童讀物的需求量增加，因中
國內地本身兒童讀物饋乏，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傳教士遂加強兒童讀物的翻譯、編
輯與出版。22傳教士以方言、官話（文言、淺文言、白話）創作、編譯的讀物中，
有的是專為兒童而作，有的原非為兒童而作但逐漸被兒童喜愛，後來也納入兒童
讀物的範圍。這些兒童讀物可概略分成三大類﹕小說、證道故事、聖經故事(相
關書目詳見附錄表 2)。
傳教士為華人兒童翻譯創作讀物時，為了降低文化隔閡，讓華人讀者欣然接
受基督教思想，一方面將西方文學作品的寫作技巧帶入，一方面迎合華人語言表
達的習慣，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和文學著述方式，在文本上出現文化交流中
常見的雜揉、交混現象。西方現代的兒童觀(兒童應被視為主體，而不是成人的
縮影）
，通過傳教士譯介的讀物傳到中國23。傳教士在文體和藝術手法上進行大膽
探索，為中國兒童文學注入活力，促使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芽24。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女傳教和傳教士的夫人在兒童讀物的翻譯、創作上佔舉
足輕重的地位。她們透過女性視角創作、選譯不少以女童為中心人物的小說譯作，
使籠罩在纏足、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社會困境中的華人女性，意識到基督信仰可
以帶來變革的力量，啟發女性讀者的人生觀。女性傳教士和傳教士夫人藉著自身
的行動力和實質貢獻，以及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演示，有意無意中敦促了中國社會
提高對女性(女童)生命人格的尊重程度。
二、白話字的起源與在臺發展
(一)起源與發展
20

蘇精，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4 年 7 月，頁 91-92。

21

譚樹林，＜英華書院之印刷出版與中西文化交流＞，江蘇社會科學，2015 年，第 1 期，頁 246。

22

宋莉華，《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123。

23

同上註，頁 18-19。

24

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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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年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曾於馬六甲開辦的英華學院擬定漢語羅馬字方案，後來外
國傳教士來廈門傳教，就是使用這個方案學習廈門腔閩南話。
倫敦宣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erst, 1796-1857）是歐洲人研
究閩南語的開路先鋒。1817 年初麥都思抵麻六甲（Malacca），後來在新加坡、
馬來各地、爪哇、上海等地從事傳教及印刷工作，往來之際與閩系華僑多所接觸，
對福建語(閩南話)逐漸感興趣，1820 年在麻六甲刊有一本小字彙。1837 年麥都
思在澳門刊行以漳州腔為主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這是最早用羅馬拼音寫成的閩南語字典。
1838 年同為倫敦宣道會的傳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1804-1843) 在麻六
甲英華書院出版《閩南語字典》Vocabulary of Hon-keen Dialect,As Sopken in the
county of Tshean-tshew.To wich is Prefixed A Treatise on the Hon-keen Tones,
Malacca,Anglo-Chinese College Press,1838. 台約爾 1843 年在新加坡完成《閩南語
與潮州語對照辭典》﹔同年，台約爾和同差會傳教士施敦力約翰(1810-1888)，用
漳州、潮州話合譯的《伊索寓言》Esop’s Fables； 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R. Thom Es qr. Rendered into the Colloquial of the Dialects Spoken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ang-Chiu, in the Province of Hok-Kien： 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Tie-Chiu,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By S. Dyer and J. Stomach. Part first
Hok-Kien.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43.在新加坡宣教所出版25。這是目前已知最
早的閩南語羅馬拼音《伊索寓言》。
1844 年至 1848 年，來自美國長老教會的約翰．盧(或名盧壹 )（John
Lloyd,1813-1848）在廈門編纂《羅馬化會話字典》（即《廈門詞彙》），幫助傳教
士學習廈門腔閩南話。
1850 年白話字在廈門正式推行，美國歸正教會傳教士打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
、養雅各（Dr. James H. Yo͘ng﹐？-1853）
、羅啻（Rev, Elihu
Doty﹐1809-1864）一起在教會學校教學，教材是養雅各翻譯的《創世記》中有
關約瑟的記載。26這可說是廈門腔閩南話《聖經》翻譯的最初嘗試，也是廈門腔
《聖經》納入白話字語言學習教材的起點。
1852 年打馬字出版白話字學習教材《唐話番字初學》Tn̂g-oē Hoan-jī Chho͘-ha̍k。

25

張陳一萍、戴紹曾合著，《雖至於死- 台約爾傳》
，香港九龍：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2009 年 9 月，頁 299-300。
26

＜中國南方白話字發展＞，臺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pojbh.lib.ntnu.edu.tw/about-6.htm(2019.02.28)
7

同年，羅啻最先完成單冊的《聖經》翻譯《約翰傳福音書》Iokhan thôan hok im su27。
1853 年打馬字翻譯《天路歷程》
〈卷一〉Thian Lo Lèk thêng 和《路得記》Lo-tek ê
28
chheh。 1853 年羅啻編纂《翻譯英華廈腔語彙》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在廣州出版29。
倫敦宣道會傳教士麥嘉湖（John Macgowan）1871 年刊行一本廈門話初學指
南《英華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頗受好評。1893 年修訂三版在
鼓浪嶼萃經堂刊行。日本殖民台灣後，根據《英華口才集》改譯成《日臺會話大
成》
，供來臺日人學習閩南語。1883 年麥嘉湖出版《英廈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cts 。
1857 年荷蘭人席雷格（Gustare Schlegel﹐1840-1903）以翻譯練習生身分來
華，是最早研究閩南語的荷蘭人。1882 至 1892 年他用羅馬字拼出漳州（漳浦）
音的《荷華文語類纂》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den book met detrains criptie der
Chineesch Karakters in het Tiang-tsiu dialect。共四大冊，由 Leiden. E. J. Brill，分
冊刊行。
席雷格在華的同伴佛蘭根（J. J.C. Francken）計畫以漳州系方言編寫荷華白
話辭典，未及完成 1863 年即死於泗水（Surabaya）。後來 C.F. De Grijs 整理佛氏
遺著，書名為 Chinese-Hollandsch Woorden book Van bet Emoi dialect，1882 年由
巴達維亞藝術科學協會刊出。30
1873 年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30-1877）以約翰．盧的《羅馬化會話
字典》為底稿，增加廈門腔以外的蒐羅，編纂「廈英大辭典」（或作「廈門音漢
英大辭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 於倫敦
Trubner & Co.刊行31。打馬字(1892 年歿)生前參考杜嘉德的字典編纂《廈門音字
典》在 1894 年出版。經過半世紀以後，因應新時代增補詞彙的需求，來臺英國
長老會傳教士巴克禮（Thomas Barclay﹐1849-1935）(巴克禮照片見附錄圖 3)根
據杜嘉德的著作在 1923 年出版《廈英大辭典增補》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27

同上註。

28

＜白話字教學-打馬字＞，臺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pojbh.lib.ntnu.edu.tw/about-6.htm(2019.02.28)

29

＜羅啻牧師 kap 伊 ê 著作＞，賴永祥講書(007)，臺語信望愛，http://taigu.fhl.net › loa › loa7

(2019.02.28)
30

＜英廈．荷廈等辭典＞，史話 031，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1

＜杜嘉德編「廈英大辭典」＞史話 029，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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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
來臺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偕叡理(Geobge Leslie Mackay) 1893 年在上海美華
書館出版《中西字典》 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osan Vernacular
每個漢字用白話字注音，並解釋其義。33來臺英國長老會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1913 年出版《廈門音新字典》
，約一萬五千字，比《中西
字典》多六千字，方便以白話字音為母語者檢索漢字音義，俗稱《甘字典》34。
英國長老會馬雅各醫師(James Laidlaw Maxwell﹐1836-1921)(馬雅各照片見附
錄圖 4) 1865 年來臺後，以臺南為傳教本部，開始推行白話字。巴克禮牧師大力
推廣白話字，在 1885 年創辦了《臺灣府城教會報》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
白話字得以在臺灣生根發展（創刊號首頁見附錄圖 1）。35
白話字從廈門傳到閩南各地、臺灣、大陸其他省市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據
1955 年黃典誠的統計，當時閩南白話字的傳播地區和人數：包括福建、廣東、
其他省市、臺灣、越南、緬甸人、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其他國家和
地區；合計約有 11 萬 5 千 5 百人。36
(二)廈門腔羅馬拼音符號系統
十九世紀來華傳教士建立的羅馬拼音系統被稱作「教會羅馬字」
，俗稱「白話
字」
。閩南語廈門腔符號系統有﹕17 個基本拉丁字母（A, B, C, E, G, H, I, J, K, L,
M, N, O, P, S, T, U）
，2 個變變體字母（o ͘ , ⁿ） ，5 個二合字母（Ch, Kh, Ng, Ph,
Th）
，1 個三合字母（Chh）
， 五種符號來標示聲調(陰平無調號，例﹕A，Á À Â
Ā A̍)。相較於漢字或自造的漢字無法完全對應方言特殊的語音，羅馬字拼音系統
卻可以精準地記錄廈門音的特性。
三、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臺灣教會公報的創立
(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簡介
32

＜巴克禮增補杜辭典＞，史話 030，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3

＜馬偕的「中西字典」＞，史話 023，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4

＜甘為霖 ê《廈門音新字典》＞，賴永祥講書，台語信望愛﹕https://taigi.fhl.net/loa/loa1.html

(2020.02.28)
35

＜臺灣白話字發展簡介＞，臺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pojbh.lib.ntnu.edu.tw/about-2.htm

(2020.02.28)
36

＜中國南方白話字發展＞，臺灣白話字文獻館﹕http://pojbh.lib.ntnu.edu.tw/about-6.htm

(202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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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是基督教大宣教運動的時代，基督教在臺灣的宣教是大宣教運動的
支流之一。1795 年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簡稱倫敦會，由
英國公理會(Congregational Church)主持，但所派傳教士不分宗派37。1807 年該會
首位差派的傳教士馬禮遜抵達廣州，馬禮遜在《聖經》翻譯、字典編寫、出版印
刷，書面傳教上建樹卓著，影響在華傳教事業深遠。
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以後英國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對中國日漸關心，1847 年任命聞名的蘇格蘭佈道家賓威廉（Rev.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為首任海外宣教師前往中國傳教38，他於 1848 年到達香港。
1851 年起英國長老會以廈門為中心，1858 年又以汕頭為另一中心從事宣教。同
年，因天津條約的訂定，淡水、打狗、雞籠、臺灣(舊臺南安平)開港通商。
1860 年 9 月英國長老會駐廈門傳教士杜嘉德和住汕頭傳教士馬查肯
( Rev.H.L.Mackenzie) 訪問淡水、艋舺等地，宣傳福音、分發聖經及基督教書籍，
發現閩南語在島上通行，也遇到曾在廈門聽過福音的人，且人民對他們上表示歡
迎，樂於聽道。於是他們極力建議將臺灣納入從廈門發展出來的新教區。
1864 年初馬雅各到達廈門學習語言，當年秋天杜嘉德、馬雅各和三名助手
來臺灣南部調查後，將臺灣府選定為未來宣教的起點和中心。1865 年馬雅各以
醫療傳道的方式正式在臺灣南部傳教，為首任駐臺傳教士39。臺灣南部長老教會
的傳教事業實為英國長老教會廈門傳教事業的延伸，與廈門中心的傳教活動有著
綿密、不可切割的關係。
1871 年來自加拿大長老教會(Canada Presbyterian Church) 的傳教士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40，也以醫療傳道的方式在北部(淡水)開始發展。
早期南北兩長老會各自發展，1909 年劃清傳教區域，但念及彼此系出同源(蘇格
蘭長老教會)，信仰和體制相同，遂於 1912 年共同召開「臺灣大會」，1943 年創
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邁向合一。41
(二)《臺灣府城教會報》—《臺灣教會公報》的創辦
1.創辦動機

37

＜倫敦宣道會＞，史話 084，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8

＜賓威廉的中國宣道＞，史話 601，教會史話第七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6-7。

4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38。

41

同上，頁 29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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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初代教會的信徒多半來自下層，多半沒有受過教育。長老會來臺傳教漸
有成果，迫切需要培育傳道人才，1876 年開始設立教育機構招募青年讀《聖經》，
這是臺南神學院的起源。1880 年 2 月 23 日神學院開學，學生有 18 名，傳教士
在傳道的同時得肩負辦學、授課的工作。 421883 年傳教師會議籌設中學，1885
年 9 月 21 日在臺南成立中學，這是長榮中學的前身。43李庥（Hugh Ritchie，1840
－1879 年）牧師夫婦則計劃籌設女學，李牧師去世以後，1884 年夫人（ Eliza C.
Cooke，1828 -1902 年）雖因病回國，但女學建設仍在進行，1887 年 2 月 14 日
女學正式開學，此為長榮女中的前身44。
到了 1884 年，信徒受洗人數有 2025 名(當中有 600 名孩童)，設立 33 個教
會，教區分佈廣(彰化、嘉義、臺南、鳳山、阿猴、臺東，澎湖的工作正準備擴
展中)。當時要發展的事工多但人力不成比例，駐臺傳教士只有 7 位，對信徒的
靈性品質照顧不及，教會的發展受到侷限。當時交通不便，消息聯絡不易，而且
信徒的識字率不高，讀經能力有待培養，很需要補充學習教材，傳教士因此構思
創辦刊物彌補以上不足馬雅各 1800 年捐贈一臺印刷機，準備印刷方言讀物。1881
年印刷機、排字架和鉛字順利運抵臺南。巴克禮在 1881 年第一次回母國休假期
間學會印刷術，1884 年 1 月回臺，4 月底完成印刷機組裝，5 月 24 日印出第一
份刊物。45從這一天起，臺灣長老教會進入文字印刷出版的時代。1885 年 7 月(光
緒 11 年 6 月 12 日)，巴克禮在臺南新樓聚珍堂46創辦《臺灣府城教會報》，這是
第一份真正在臺灣印刷發行的報紙。47
2.目的、理念、方法、型式
《臺灣府城教會報》創辦的目的是為了使信徒能夠讀書，自行閱讀《聖經》，
不必依賴牧師或傳道人。當時文盲多，能讀漢字的人很少巴，克禮肯定漢字和白
話字各有用處，但考量白話字比漢字易學，能更快達到自行閱讀《聖經》的目的

4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76。

4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81。

4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84-185。

45

張妙娟，＜「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2 年 4 月，頁 59-62。
46

巴克禮命其書房名為「聚珍堂」
，俗稱「新樓書房」
。在《教會新報》
、
《芥菜子》
、福音報》併

入《臺灣教會公報》以後，報社名就改為﹕公報社。見楊士養，
《南臺教會史》LÂ M TÂ I KÀ U- HŌE
-SÚ ，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1963 年，頁 126- 127。
47

在此之前已有從外地引進臺灣的報刊，如：1644 年荷蘭人引入印尼發行的《巴達維亞日記》
，

1872 年上海的《申報》
、1881 年寧波的《甬報》
、1884 年廣州的《述報》
；詳見，陳致中，
《臺灣
報業：歷史、現狀和展望》
，臺北市：風雲時代，2016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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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因此，巴克禮特別選用「白話字」─羅馬字拼音的閩南方言作為報刊的書寫

載體49。《臺灣府城教會報》不但是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報刊，也是臺灣第一份
以羅馬拼音出版的方言報刊。
米憐是傳教士報業的先驅，雖以宣揚教義為目的，但他重視讀者心理，擅於
利用知識和科學作陪襯，增加閱讀的樂趣50。自此，西學包括文學、兒童讀物隨
著傳教士的中文報刊傳入華人世界。米憐辦報的理念與方法奠定了傳教士報刊的
基本範式，巴克禮辦報也不脫這個軌跡。
《臺灣府城教會報》創立於傳教士在華報刊發展的輝煌期，綜合之前傳教士
報刊的諸多特色，採散張型，是一份有教會消息、讀經教材、新聞、議論、科學
新知、文學作品、書訊、詩歌譜、透視法銅版插畫的綜合性方言月刊。從十九世
紀傳教士報業發展史來看，《臺灣府城教會報》是十九世紀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報
業的其中一支。
3.發展沿革
《臺灣府城教會報》是《臺灣教會公報》的前身，從 1885 年至今，歷經清
朝、日治、臺灣光復政治變遷；兩度因國家語言政策的影響發展受侷限，第一次
因日本國語政策和皇民化運動，在 1941 年遭日本當局迫令停刊﹔第二次因國民
政府遷臺大力推行國語文運動，1969 年 4 月起改用漢字出刊。它經過多次改名
與合併，1928 年 1 月納入北部長老教會的《芥菜子》
（創刊號首頁見附錄圖 2），
1932 年 5 月合併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台中中會的《福音報》51，逐漸從南
部教會的刊物整合成全臺灣長老基督教會的代表性刊物。《臺灣教會公報》走過
活字平面印刷的興衰，迎向電子網路媒體的新時代，至今仍然發行不綴，是十九
世紀來華傳教士報業中碩果僅存的一脈(詳細的發展過程請參閱附錄表 3)。
4.主筆(主編)
48

根據德馬太 1872 年的信件所言，當時信徒中婦女幾乎沒有人能讀國文，男人中能讀及了解國

文的，也不過十分之一左右。白話字容易學習，只需幾個月工夫，國文則需要幾年的時間，基於
教會內需的時效性和實用價值，1880 年代教會正式推廣白話字，決定在各級學校教白話字，傳
教師和教師都要學習，也在長執與傳教師的協調會上強調此事。見《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號，
第一頁、《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72-73 以及註 20﹕cf.M.Dickson,Letter,Jan.31,1872.The
Messenger,May,1872.p.113.
49

見《臺灣府城教會報》，1885 年光緒 11 年 6 月，第 1 張的創刊詞。收錄於《臺灣教會公報全

覽報》(1885-2005)，臺南市：臺灣教會公報社，2005 年。
50
51

同註 1，48 頁。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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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會公報》1932 年 4 月以前是外國傳教士(教士會)負責經營管理、擔
任主筆的時代。1932 年 5 月公報社移交給南部大會以後，即由本地人王守
勇、潘道榮、高德章、高金聲、梁秀德、黃武東、陳金然、鍾茂成等人陸
續擔任發行人和主編。巴克禮 1885 年在創刊時任主筆，擔當此項艱鉅工作多
年，其他擔任主筆的傳教士還有﹕甘為霖、宋忠堅、廉德烈、何希仁、梅監霧、
滿雄才、馬大闢等人52。從創刊號起，中間經過 20 年，這段時期主編皆未署名。
直到 1905 年 4 月宋忠堅牧師( Duncan Ferguson,1860-1923)任主筆時，才開始署名
確立責任編輯。
巴克禮曾獲母校格拉斯大學榮譽神學博士，兼具神學、科學、語言學素養53，
重譯全本《聖經》為羅馬字，增修《廈門音漢英大辭典》、草創臺南神學院 54。
廉德烈( A. B. Nielson，1863-1937) 格拉斯大學畢業，學期中曾到美國慕迪夏季
聖經學校。大學畢業後入英國愛丁堡神學院。在英國時曾習法語，往來法國新教
徒創立的神學院。55來臺後，廉德烈曾任職臺南神學校、長老教中學，亦常巡視
鄉村教會56。
甘為霖牧師通曉荷蘭文，譯有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料數本57，編有閩南語字
典《甘字典》
，重視視障教育，設「訓瞽堂」58。梅監霧牧師（Campbell Naismith
Moody，1865-1940）是一位露天佈道家，歷史神學家，格拉斯哥大學神學博士。
59
何希仁牧師(Hope Moncrieff，生卒年不詳)，1909 年從廈門永春調來接替梅鑑霧
在彰化的工作60。在他奔走下，彰化教會成立附設小學（6 年制）及中學預科（2
年制）
，均可升入中學。61
滿雄才(W. E. Montgomery，1881-1968)曾受派臺灣長老會第一次臺灣大會
52
5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90-192。
Edward Band 著，楊雅婷 譯，
《福爾摩沙的巴克禮》Barclay of Formosa，臺南市：臺灣史博

館、臺南神學院，2015 年，頁 53、54、186-188。
54
55
56
57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35-136。
＜廉德烈牧師略傳＞，新教宣教師，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33。
林昌華，＜甘為霖牧師 （William Campbell）： 一位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的研究者＞《臺灣風

物》第 54 卷 1 期， 2004 年 3 月，頁 167-182。
58
59

＜設訓瞽堂在洪公祠＞，史話 074，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鄭仰恩，＜英國乞丐？臺灣的保羅？——梅監霧牧師小傳＞《新使者雜誌》第 60 期，2000

年 10 月，頁 22-27。
60

＜個人檔案—梅鑑霧＞，彰化基督教醫院院史文物館，http://www2.cch.org.tw › history › profile
(2020.06.08)

61

＜黃俟命牧師略年譜＞，史話 484，教會史話第五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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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的議員(南北各 20 名)，也曾任傳道局長、長老教會中學校長、臺南神
學院院長62。宋忠堅曾任長榮中學校長、神學校長。63加拿大長老會牧師 F. Marshall，
生卒年不詳)在北部、南部工作。64
以上數位主筆服務的地方有鄉村教會、露天佈道會、盲人教育機構、中小學
校、神學院﹔接觸對象從不識字的百姓、殘障的弱勢族群到知識份子。他們學識
豐富，有國際視野，多種語文能力，共同建構出複雜和多元的文字視窗，藉此深
化信徒的信仰，擴展他們的眼界（傳教士主編任期請參閱附錄表 4）
5.發行量及範圍
早期每月印 700 份65，1905 年 3 月印製超出千份66。到了 1910 年 3 月，緩增
到 1100 份67。1912 年以後每月增加到 1600 份68。根據 1924 年 2 月報紙發行量統
計，1923 年時略減到 1496 份，銷售範圍從本島到鄰近的中國、日本，遠至英國、
美國和加拿大69。不論《臺灣教會公報》何時開始跨國發行，事實證明這份刊物
此時已經是橫跨亞洲、歐洲、美洲的國際性刊物。1927 年月發行增加到 1719 份
70
。1932 年 9 月達到每月 2200 份71。1935 年 3 月發行量雖較減，但還有 1876 份
72
。1952 年每月發行提升到 1900 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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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數念滿雄才牧師＞，宣教師人物檔，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3

＜宋忠堅牧師小傳＞，宣教師人物檔，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4

＜ 1872 年至 1945 年加拿大長老教會駐臺宣教師名單＞，宣教師一覽表，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65

主筆，＜第 600 卷的公報＞《臺灣教會公報》第 600 卷，1935 年 3 月，頁 1。

66

未署名，＜教會報＞《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240 卷，1905 年 3 月，頁 25。

67

未署名，＜教會報＞《臺灣教會公報》第 301 卷，1910 年 4 月，頁 27。

68

未署名，＜教會報＞《臺灣教會報》第 400 卷，1918 年 7 月，頁 1。

69

未署名，＜臺灣教會報＞《臺灣教會報》第 467 卷，1924 年，2 月，頁 1。去年全部共銷售

1496 張，島內﹕臺北州 230 張、新竹州 50 張、臺中州 388 張、臺南州 492 張、高雄州 246 張、
台東廳 8 張、洄瀾港廳 38 張，共 1452 張。內地﹕東京府 3 張、京都府 1 張、岡山縣 1 張，共 5
張。外國﹕支那 30 張、英國和加拿大 7 張、美國 2 張。共 39 張。
70

未署名，＜臺灣教會報＞《臺灣教會報》第 514 卷，1928 年 1 月，頁 5。

71

未署名，＜編輯社的聲＞《臺灣教會公報》第 570 卷，1932 年 9 月，頁 20。

72

主筆，＜第 600 卷的公報＞《臺灣教會公報》第 600 卷，1935 年 3 月，頁 1。

7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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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關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臺灣教會公報》的相關研究累積不少成果74，
但十分缺乏以兒童讀物為主題的論文，與兒童教育、語言文字有相關的研究如
下﹕
張妙娟著的博士論文＜《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75、
期刊論文＜從《臺灣府城教會報》看晚清臺灣長老教會的白話字教育＞76和＜日
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1895 年–1926 年)＞77，著眼於晚清與日
治前期的白話字教育、主日學教育、基督徒教育。黃子寧的博士論文＜利益囡仔：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探討長老會在符合信
仰的前提下，發展出來的教會小學、主日學教育以及信徒的家庭教養特點，在這
兩種模式中囝仔的養成與形塑。78
張雅閔的碩士論文＜女性學習白話字之讀寫研究＞79根據 20 位女性的口述
歷史，研究分析日據時期至今白話字的學習歷程、讀寫實踐與對臺語文字的看法。
蔣日盈的碩士論文＜強勢漢文化底下靜靜發光的人-白話字使用者的訪談調查＞，
訪談出生年份在 1920-1942 間 19 名基督徒，第一代到第四代都有。研究他們學
習及使用白話字的情形，印證白話字的好學、好用、及對母語前景的意義。張雅
閔和蔣日盈的論文重新建構被忽略的歷史片段，可以作為一部份歷史變遷的佐
證。
郭俊傑的碩士論文＜臺語白話字的現代化、國際化 kap 科學化以《臺灣教會
公報》做媒介＞80，以 1930 年代《臺灣教會公報》為例，探討引進的現代語詞
及科學對生活語言的影響，也探討歷代殖民政府的語言政策對臺語書寫的影響。

74

張妙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以近二十年來學位論文為中心＞《史耘》

第 6 期，2000 年 9 月，頁 133-150。作者綜合分析吳學明、康鈺瑩的研究，並增補內容。
75

張妙娟，＜「臺灣府城教會報」與清季臺灣的基督徒教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博士論文，2002 年 4 月。
76

張妙娟，＜從《臺灣府城教會報》看晚清臺灣長老教會的白話字教育＞《回顧老臺灣、展望

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2000 年，頁
165-194。
77

張妙娟，＜日治前期臺灣南部長老教會的主日學教育(1895 年-1926 年)＞，興大歷史學報，第

二十二期，2010 年 2 月，頁 79-104。
78

黃子寧，＜利益囡仔：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兒童教育與家庭教養（1865–1936）＞， 國立臺

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 年。
79

張雅閔，＜女性學習白話字之讀寫研究＞，國立臺東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80

郭俊傑，＜臺語白話字的現代化、國際化 kap 科學化以「臺灣教會公報」做媒介＞，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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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恩的碩士論文＜臺語羅馬字在臺灣的發展＞81先從荷治時期開始探討羅馬字
推行的效果。其次，探討 1832 年起白話字形成時期傳教士的貢獻，教會公報社
在推行白話字上的角色，對信徒的影響。第三，探討白話字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包括增補白話字元音符號的可能性、電腦文書的處理方法。
陳慕真的碩士論文＜臺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臺灣府城教會報》
（1885-1942）為中心＞82，從平面媒體本身探討白話字所承載的各種學科新知﹔
在第五章＜《臺灣府城教會報》中 ê 語文教育書寫＞提點幾篇翻譯小說、童話故
事和寓言的篇名。陳慕真的博士論文＜白話字的起源與在臺灣的發展＞83，探究
白話字的發展脈絡，當中也列舉臺灣教會公報社、其他教會出版社與兒童相關的
教材、出版品的名稱，為後續的研究留下可貴的線索。
詩歌本屬兒童讀物的文類之一，但兒童聖詩跨越音樂和文學兩個領域。鐘珮
文的＜晚清基督新教在臺聖詩佈道之研究－以英加長老會為例（1865-1900）＞84從
佈道功能做探討，說明聖詩佈道是構成十九世紀英、加長老會傳教成功的因素。
翁佩貞的＜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85分析整理
聖詩在臺編修改版的過程。兩者的研究主題並未一致，但時間上從晚清到民國
70 年代有延續性，雖未聚焦在兒童聖詩的部份，但為兒童聖詩的研究提供部份
歷史脈絡。
呂興昌在＜白話字中的臺灣文學資料＞文中率先提出臺灣新文學的萌芽期
發生在十九世紀的 80 年代的看法，並倡議臺灣文學的研究要打破男性中心主義、
漢族中心主義、漢字中心主義的觀點。86
黃佳惠的碩士論文＜白話字資料中的臺語文學研究＞87探討 1885 年《臺灣
教會公報》創刊到 1945 年日治結束，這段時間報刊上的作家與文學作品，從方
81

張宏恩 ，＜臺語羅馬字在臺灣的發展＞，臺灣神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05 年。

82

陳慕真，＜臺語白話字書寫中 e 文明觀-以「臺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國立成

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83

陳慕真，＜白話字的起源與在臺灣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
84

鐘珮文，＜晚清基督新教在臺聖詩佈道之研究－以英、加長老會為例（1865-1900）＞，國立

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85

翁佩貞，＜基督教聖詩在臺發展(1895-1964)—以英加長老教會為例＞，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86

呂興昌，＜白話字中的臺灣文學資料＞《臺灣詩人研究論文集》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出版，

頁 459-460。
87

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臺語文學研究＞，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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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學的角度提出臺灣(白話文)運動自 19 世紀 80 年代已經展開的論點。該論文
列舉數篇詩、散文、小說、劇本，又以有漢人血源關係的男性作家和作品為例，
證明白話字文學在文類和數量方面的豐富性。呂興昌、黃佳惠兩人的研究成果，
為後續的文學研究奠下基礎，預留女性譯作家、非漢人譯作家及作品的研究空
間。
李勤岸的期刊論文＜白話字文學－臺灣文學的早春＞88，呼應黃佳惠和呂興
昌的論點，早在胡適提倡「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運動之前，以白話字書寫的《臺
灣府城教會報》早已落實這個理念，白話字文學可說是臺灣文學的先聲。
莊謹如的碩士論文〈白話字作家陳清忠與其創辦的《芥菜子》〉89，研究白
話字作家陳清忠和未併入《臺灣教會公報》以前的《芥菜子》(1925 年創刊，1928
年併刊)作品。研究發現北部長老教會十分重視兒童，有多篇關於兒童的論述、
適合兒童閱讀或以兒童為主人翁的作品。莊謹如的論文為《芥菜子》兒童讀物前
期的發展提示部份研究資料。
周華斌的期刊論文＜白話字基礎教材練習句 tāu--nih ê 心思＞表述臺灣長老
教會主日學白話字基礎讀本的內容和趣味性90，為白話字教材的童趣研究提示方
向。
以上各篇分別從白話字文字發展、文學材料、宗教教育、讀寫應用、文明貢
獻、聖詩的發展應用做討論，雖然部分內容涉及白話字兒童讀物，但還欠缺聚焦
於「兒童讀物」的系統性研究，因此本論文將以此為目標，期盼整理出早期臺灣
基督長老教會在兒童讀物方面的貢獻，同時為臺灣兒童讀物的歷史全景補上一小
塊拼圖。

第四節

研究問題、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問題
在著手研究前，筆者考量臺灣長期受到多元文化衝擊，在複雜的族群和政治
語境下發展，世界各國的文學和兒童讀物的譯介伴隨著每一波歷史浪潮拍岸而來，
88

李勤岸，＜白話字文學－臺灣文學早春＞《臺灣文學館通訊》第 22 期，2009 年 3 月，頁 52-56。

89

莊謹如，＜白話字作家陳清忠與其創辦的「芥菜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90

周華斌，＜白話字基礎教材練習句 tāu--nih ê 心思＞《臺灣文學館通訊》第 36 期，2012 年 9

月，頁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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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臺灣讀者的視野，激發創作者的靈感，對後續的兒童讀物生成功不可沒，譯
介與創作的貢獻理應等量齊觀。若能從出版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出發，較能涵蓋翻
譯與創作，以及不同族群、不同語言文字、不同政治意識型態、不同宗教信仰在
特定時期的文學想像和實踐，也較能勾勒特定時期臺灣兒童讀物的歷史定位。因
此本論文選擇在出版和文化交流視域融合下觀照兒童讀物的形式與內容、生成的
環境因素、流傳路徑、演變狀態、影響範圍。
兒童讀物與兒童文學是兩個經常混用的名詞。廣義的兒童文學即所謂的兒童
讀物；而狹義的兒童文學則著重在「文學性」作品。本研究採廣義的說法，即「兒
童文學」與「兒童讀物」是同義互通的詞彙。91
在兒童文學演進的過程中，「兒童文學」、「成人文學」並不是兩個涇渭分明
的範疇，很多作品位於交集區，並且有許多作品，原本是屬於文學經典，後來逐
漸位移才被視為兒童文學。92因此本文在篩選研究篇目時，包括交集區內的作品，
篩選原則是以兒童文學的基本屬性：兒童性、教育性、遊戲性和文學性93為依歸。
本論文將針對下列問題進行探討﹕
(一)這段時期的兒童讀物有哪些文類？有什麼特色？
(二)兒童讀物在什麼時間、地點出版？出版與交流的狀態如何？
(三)兒童讀物是翻譯還是創作？譯者和作者是什麼人？
(四)兒童讀物取材於何處？翻譯和創作者如何處理題材？
(五)文本生成、轉化和應用的方式如何？可能產生什麼樣的閱讀體驗？
(六)兒童相關的敘事有哪些？兒童的形象如何？兒童觀又是什麼？
(七)《聖經》對兒童讀物的影響？
(八)兒童讀物的相關歷史定位。

二、方法與步驟
91

林文寶等合著，《兒童文學》，臺北市：五南，1996 年，頁 7-9。

92

傅林統，《兒童文學的思想與技巧》
，臺北：富春，2004 年，頁 23。

93

林文寶等合著，前引書，頁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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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用到歸納法、類型比較法、文本分析法。研究時按文類特性綜合
運用翻譯理論、民間文學類型理論、敘事學、互文性理論、讀者接受論、傳播學、
修辭學、詮釋學、神學、美學、教育學理論﹔並且參考臺灣兒童文學發展史、中
西文化交流史相關的文獻、年表、論述做分析。
本研究先從《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
《傳教士中
文報刊史》、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站資料，摸索十七世紀以降基督教來華、來臺
的主要歷史軌跡﹔然後蒐羅來華傳教士與出版有關的人物生平傳記、作品記錄、
研究專書與論文，藉此鳥瞰中國基督教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背景、關係與文字
出版事業的發展脈絡。
接著，檢索《臺灣教會公報全覽﹕臺灣第一份報紙（1885~2002）》的紙本內
文，按照兒童文學四個基本屬性篩選作品，依文類建檔﹔再從從網路資料﹕白話
字文獻館(內含淡水中學、臺大楊雲萍文庫白話字史料編修)、臺語文記憶、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臺灣典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日本關西
大學的數位資料庫，擷取相關版本內容，做版本文獻的交叉比對，確認出版社、
作者和時間。由於本論文以漢字讀者為主要的預設讀者，因此將白話字文本先行
漢譯。大部份字詞的翻譯參考臺灣聖經公會 2016 年出版的《臺語聖經—巴克禮
修訂版臺語漢字本》、教育部臺灣閩南語辭典網站、白話字文獻館的譯法﹔零星
字詞出自筆者個人的意見，力求音、義兩同時貼近原文為原則。文類的研究分析
從短篇故事開始著手，最先是證道故事，其次是寓言、民間故事、神話、傳說、
童話故事，最後才是篇幅較長的小說。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刊物《臺灣教會公報》94刊載的白話字作
品以及書訊推介的白話字書目為研究對象。從 1885 年 7 月(創刊號)到 1932 年 4
月(565 卷)為止，這段時期是由英國長老傳教士(教士會成員)掌理報社行政業務、
擔任報社主編。1932 年 5 月起進入另一個階段，經營管理權移交南部大會，由
出生並成長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本地信徒擔任主編95。1928 年 1 月屬於北部長老教
會的報刊《芥菜子》雖併入《臺灣教會公報》，但兩者各自擁有編輯群，且保留
原刊名，實際上是平行發行同時出刊，只在形式上合體。因此本研究不納入併刊
以後的《芥菜子》部份，完全以南部長老教會報的刊物內容為主。
經過初步的檢視可知《臺灣教會公報》刊載的作品及書訊書目，包含知識性
94
95

《臺灣教會公報》多次改名，為行文之便以此統稱。
第一任主編由王守勇牧師擔任，畢業於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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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學性兒童讀物。從書訊書目來看，漢字書和白話字書兼而有之。單行本白話
字兒童讀物在 1924 年之前之前偶有幾本，1924、1925、1926 年間重複且密集推
出，1927 年減半。1930 年以後所有推薦書籍明顯地轉向日文書、漢文書，白話
字書漸減，兒童讀物的數量更稀少。1928 年 9 月(522 卷)出現兒童專欄＜ 囝阿﹗
看＞(Gín-ná﹗Khòaⁿ），除了前面四期介紹四種出現在《聖經》中的動物和昆蟲，
往後就以有獎徵答的聖經猜謎為主。1932 年 8 月(569 卷) 兒童專欄＜囝阿﹗看﹗
＞ (Gín-ná﹗Khòaⁿ〉改名成＜青年﹗看﹗＞(Chheng-liân﹗Khòaⁿ﹗)、＜ 囝阿﹗
聽﹗＞(Gín-ná﹗Tiaⁿ）。＜青年﹗看﹗＞維持聖經猜謎，繼續出刊﹔＜ 囝阿﹗
聽﹗＞刊出一則證道故事＜有情義的貓＞(Ū chêng-gī ê Niau)就此打住，兒童專欄
可以說是跟著教士會時代結束。
劇本在日治結束以前也屬少見。1924 年 11 到 1925 年 2 月，第 476-479 卷，
連載林茂生創作的劇本＜戲齣﹕路得改教＞ Hì-chhut: Lō͘-tek Kái-kàu，適合成人
演出。1930 年 12 月，臺南劉主祥為主日學高等科聖誕祝賀會創作＜對話戲﹕大
歡喜的好消息＞Tuì-oā Hì: Toā hoaⁿ-hí ê hó Siau-sit。96 1939 年 12 月，則有鄭溪
畔的聖誕劇本＜東方的牧者＞Tang-hng ê Bo̍k-chiá。97其中＜大歡喜的好消息＞是
專為兒童創作的白話字劇本，雖然此類劇作寥寥可數，但亦足證劇本沒有在白話
字文類的發展上缺席。劇本的發展較晚，且可供討論的數量甚少，或超出討論的
時間範圍，於此暫捨不論。
詩歌可分成聖樂與非聖樂，聖樂類的詩歌有的無曲譜，有的附曲譜。附曲譜
的詩歌融合文學性和音樂性，單就歌詞進行剖析而不涉及調性、曲式解析，無以
盡現詩歌的全貌，且兒童聖詩需上溯世界聖詩發展史，必備音樂專業素養﹔知識
性讀物屬於科普範圍，同樣也需要自然科學的專業基礎﹔兩者皆非非筆者目前力
所能及。敘事體在兒童讀物中佔最大宗，因此本論文選擇只研究敘事體兒童讀
物。

第六節 章節架構
白話字兒童讀物的譯介與傳教士來華的文字事工息息相關，因此本論文在第
壹章的研究背景簡介十九世紀傳教士文字事工、兒童讀物的發展狀況後，才說明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十九世紀傳教運動的關係，以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創立與
發展、創辦《臺灣教會公報》的原因與宗旨，略述《臺灣教會公報》的發展沿革。
第貳章說明證道故事的定義和類型，接著探討晚清時期刊載的證道故事、晚
96

詳見﹕《臺灣教會公報》，第 549 卷， 頁 2-3。

97

詳見﹕《臺灣教會公報》，第 657 卷，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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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後的證道故事集的來源、內容、特色和兒童形象的塑造，最後統計證道故事
類型分佈狀態。從這段時期偏好的證道故事類型中，分析隱含的文字傳道策略。
第參章概述伊索寓言入華的歷史脈絡，然後探討白話字伊索寓言來臺的傳播
路徑與變化，以類型比較法分析白話字伊索寓言的影響。接著探討中國古代寓言
故事和其他寓言故事的特色與內容。
第肆章探討白話字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與童話。本章特別著重於世界性童
話的類型比較，剖析白話字童話的特色和投射在字裡行間的族群文化心理。
第伍章分別探討報刊連載與單行本白話字小說的來源、內容題材、敘事手法、
兒童形象、兒童觀，分析白話字小說的特色。
最後結論，統整白話字兒童讀物在臺的發展狀態，評估相關歷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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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白話字證道故事

由於本文橫跨《臺灣府城教會報》、《臺南府教會報》、《臺南府城教會報》、
《臺南教會報》、《臺灣教會報》，以下為行文之便，統稱為《臺灣教會公報》，
另以註腳註明原有報刊名稱。
《臺灣教會公報》在創刊初期就開始引介兒童讀物。1885 年 8 月的書訊列
有 23 項，在《聖經》、《詩篇》、教義問答、聖詩之外的書目中有小說《勒詩
嘉的代誌》(Le̍k-sī-ka-ê-tāi-chì)、
《孝女哋喳感激伊的老爸》( Hàu-lí Tē-cha Kám-kek
i-ê Lāu-pē)﹔習字教材《字母》(Jī-bó)、《字類選錄》(Jī-lūi soán-lio̍k)，不詳內容
但顧名思義與兒童有關的《開小孩心花（花會香）》(K hui-gín-ná sim-hoe (“hoe oē
phang”))﹔天文學書《天文冊》(Thian-bûn chheh) ﹔數學書《筆算》(Pit-soàn)，
以及 6 本《新聞雜錄》(Sin-bûn cha̍p-lio̍k)(第 2-7 本，無第 1 本)。98 可惜的是《新
聞雜錄》第 2-7 本尚未出土，而現存的《新聞雜錄》是以證道故事為主的短篇故
事選集，據此推測《新聞雜錄》第 2-7 本應是相同屬性。若是如此，《臺灣教會
公報》的第一份書目單證道故事文集就佔了四分之一，原因不外乎證道故事篇幅
短小，有文學趣味與證道功能，對兒童和識讀能力未達高水平的人容易入手，在
報刊、講道中使用最普遍。
證道故事與喻道故事在名稱上經常混用，本章將先予以釐清，並說明證道故
事的定義和類型。除了上述佚失的文集外，從史料分佈來看，晚清時期的證道故
事主要集中在報刊上﹔晚清以後文集漸增，證道故事含量豐富。因此，第一節以
晚清時期報載的證道故事為研究對象。第二節以文集為主，有的文集全是敘事體，
有的是多元混合文體，含知識性和文學性的讀物。首先按證道故事的定義與類型
篩選出文本後，再針對來源、內容特色、兒童形象做分析。最後，統計證道故事
的類型，從數據的多寡，找出最常用的類型與最少用的類型，觀察信息發送者趨
避的類型，回推信息發送者認為對普羅大眾最有效果的證道溝通方式。

第一節

證道故事的定義和類型

一、何謂證道故事

98

在 1900 年以前臺南府城聚珍堂出版的單行本，目前筆者所見只有 1890 年
《安樂家》An-lo̍k-ke。

在臺女傳教士朱約安、文安合譯《十個故事》
（Cha̍p-ê kò͘-sū )，1913 年交由閩南聖教書局印發，
而現存的《新聞雜錄》也是 1915 年閩南聖教書局出版，可能這段時期聚珍堂仍以出版報紙為主，
書房有的書應是從外引入，尤其是《聖經》是由聖冊公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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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故事(exemplum)或譯作喻道故事，證道故事是指宗教文學中以敘事為主
體框架，以闡釋教義為主旨，綜合修辭技巧以說服、勸化閱聽者服膺宗教教義為
目的的故事。單就語源來講，證道故事不但有比喻，也有「示範」(example)之意，
取證道故事之名涵意較喻道故事寬廣。 99 廣義的證道故事，包括所有隱含宗教
意蘊的敘事體﹕小說、童話、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狹義的證道故事，
通常是指篇幅短小，情節簡單，內容精煉，題旨鮮明，用語深入淺出的故事。本
單元研究取狹義的證道故事。
二、證道故事基本類型
若從故事與證道詮釋的關係來看，且以故事所在的位子為基準，可分成獨立
型、前置型、置中型、後置型。
獨立型證道故事僅由角色以動作、對話、情節來閳明宗教的思想意涵，經文
教義穿插其中，前後都不另起一段作題旨論述，也可稱為內蘊型證道故事。
獨立型證道故事最常見的就是真人實事的生命見證故事，敘述個人或群體的
歸信歷程，或歸信之後對教義更多面向、更深入的體悟。這類故事通常由本人親
自書寫，有的是當事人口述他人代筆，有的甚至是輾轉口傳一段時日後才被後人
記錄成文。
前置型、後置型證道故事可分兩部分：故事、證道經文或教義申論。前置型
先說故事，尾隨證道經文和申論。後置型則是證道經文和申論在前，故事在後。
置中型則是前有引言，後有結語，故事鑲嵌於中；引言和結語會使用與經文或教
義相關的論述。
前置型、置中型、後置型所用的故事文本取材廣泛，不限宗教性文本；故事
和經文、教義詮釋結合後，衍生出另一種意趣。故事與敘事框架共構成一個別具
宗教意涵的文本。

第二節 晚清時期證道故事100

99

李奭學，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證道故事考詮》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書店，2010 年，頁 3。
100

＜晚清時期證道故事＞修改自筆者所寫＜證道故事—《臺灣教會公報》晚清時期文學性兒童

讀物＞《基督教與兒童文學論文集》
，張子樟等著，臺北市﹕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2018 年，
頁 260-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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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歸納整理晚清時期《臺灣教會公報》刊登的證道故事，按類型說明如下：
一、獨立型證道故事
(一)＜奇巧的代誌＞
＜奇巧的代誌＞Kî-khá ê tāi-chì是兒童歸信基督教的真實故事，敘述生在廈
門的十歲女童奇巧就讀女學，後來相信上帝的經過。奇巧口述她的經歷給女學的
老師聽，由未署名的作者寫成文字，執筆者特別指明要給臺灣的女童閱讀，這是
一篇專為臺灣女童寫的故事。
奇巧的父親告訴奇巧有外國的人在廈門開女學，教女孩讀書，而且女學老師
會給她漂亮的衣服穿，她立刻就跟父親去上學：
「我聽見老父講，娞(Suí)的衫得
欲互我穿，心攏無想對別物去；嘴真好膽講，我果然無一點阿驚，真愛佮你去；
今這陣來去。」 101後來奇巧住校想媽媽半夜哭到睡不著，老師安慰她，給她做
衣服：「我看係（hit）塊布全全是花，真娞到極；落樓來真歡喜到昧顧得。」102
＜奇巧的代誌＞中間是由兩個夢境構成。第一個夢敘述她在不願違逆母親吩
咐的情況下拜佛，在佛前申明自己的信仰立場，之後又恐遭罰，竟夢見被佛追逐。
第二個夢描述奇巧祈禱時不聽話，偷看上帝是否真的來到：
我抵想欲冓偷看，上帝那（nā 註﹕若)有影來，我就通看見伊；所以目晭
微開一個瞭（lió），忽然看見光钠钠直直逼偎我身軀，我驚到嫋嫋挫
（ngia̍uh-ngia̍uh-chhoah），出聲抵喊打醒我老母。伊就問我：「驚啥事？」
我才佮伊講，夢見看到上帝，驚到欲死去。伊就安慰我，教我毋通驚，夢
見攏無影，也毋通冓想起係號的事。
我就冓（koh 註﹕又）想，揀採上帝本身會互我夢見，是欲來指示我，互
我那得祈禱時目晭毋通開。後來正毋敢開看；堵著人祈禱，我的目晭常常
有放瞌（pàng-kheh）。103
奇巧頑皮大膽的言行顯露她活潑外向的性格，後來她成為教會一員。﹤奇巧
的代誌﹥真實地表現兒童喜怒哀樂、失望恐懼各種情感的轉折起伏，容易引起兒
童讀者的共鳴。

101

佚名作者，＜奇巧的代誌＞《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7 年 11 月，第 79 張，頁 85。

102

同上註。

103

同上，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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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夕田麻＞
是一篇真人實事的證道故事，其中有兩個文本。第一個文本敘述名畫家夕田
麻與貧窮少女貝比妲的故事，屬獨立型證道故事。第二個文本是第一個故事的延
伸，說的是親岑多夫的故事，結尾加上教義感言，變成前置型證道故事。
＜夕田麻﹥Si̍ t-tián-má 說的是德國名畫家受神父之託，繪製耶穌被釘十字
架的故事。夕田麻久受宗教傳統習染，對信仰並無生命悸動。他雇用窮苦女孩貝
比妲做模特兒，貝比妲得知畫中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原因後流下眼淚，要離去時說
了一句影響深遠的話：
伊的目晭澹澹，問夕田麻講：「係個釘十字架的替你擔當遐大的艱苦，你
有不止疼伊無？」夕田麻不止見笑，面發紅，無話通應；係個查某囡仔就
倒去。
查某囡仔倒去以後，伊的話大大磕著夕田麻的心，欲互此號話昧記得，總
是真黏都昧剹（lut 註﹕脫落）。104
夕田麻因貝比妲的話痛苦不安，刻意忘也忘不掉，迫使他找神父認罪。某日靈感
乍現，他重新繪製一幅畫，畫中耶穌容顏慈愛甘心受死，不同於前幅的委屈艱苦。
畫下題字：「我替你擔當這種的艱苦，你要替我做啥物？」105展出後帶來廣大迴
響。
在一個雪夜，夕田麻在林中破屋看到飢寒交迫的貝比妲，她躺在樹葉做的褥
子上，已經瀕臨死亡。夕田麻呼喚她的名字，她睜開眼，笑著說﹕「有影，伊有
來，得欲揣我去，伊伸伊的手，伊的手有血，伊不止疼我。」Ū-iáⁿ, I ū lâi, tit-beh
chhoā goá khì, I chhun I-ê chhiú, I-ê chhiú ū hoeh, I put-chí thiàⁿ goá.106貝比妲說完
就斷氣，她在被愛的喜悅中離世，看見耶穌親自來帶她走，向她伸出被釘十字架
流著血的手。後來，夕田麻也死了，那幅畫在一場大火中燒毀，第一文本的故事
敘述到此。
第二文本另起一段，作者以「下面欲講起一人名金仁羅的代誌」107開場，述
說親岑多夫看到那幅畫和題字感動流淚，深受影響，後來成為摩拉維亞宣道會的
董事，在 1760 年 5 月過世的故事。最後敘事者以：「上帝用人做伊的器具，伊
104

佚名作者、佚名譯者，＜夕田麻＞《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5 年 7 月，第 50 張，頁 54。

105

佚名作者、佚名譯者，＜夕田麻＞《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5 年 8 月，第 51 張，頁 62。

106

同上註，頁 63。

107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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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度不只一款，因為逐項在伊的手，出在伊來用。看伊用夕田麻的畫做極好的
報揚，按呢通做憑據。」108做證道結語。
女童貝比妲是這篇的關鍵人物。貝比妲的問話喚醒夕田麻的良心，激起他的
罪惡感，促使他認罪，踏出信仰更新的第一步。往後，他讀到《新約聖經》點燃
了信仰的熱忱，對繪畫產生新的見解和詮釋，創造出具有撼動生命力的作品，進
而影響到親岑多夫。親岑多夫所屬的摩拉維亞宣教事業影響全世界至今，貝比妲
是啟動連鎖反應的關鍵人物。
貝比妲對新奇事物充滿好奇，窮究到底，情感真摯，展現兒童共有的特徵。
她雖衣衫襤褸，但容面美好，身份地位低下，言語卻發人深省。她的形象既卑微
又高貴、既天真又睿智，彷彿隱身於貧民之中專門給大人物開竅的落難天使。
(三)﹤取善的喻言﹥
＜取善的喻言＞Chhú-siān ê Jū-giân 原作者佚名，1886 年由鍾文進(Cheng
Bûn-chín)翻譯自上海的《月報》
。1875 年范約翰在上海創辦了《小孩月報》
，1881
109
年 5 月改名為《月報》
，1913 年又改名為《開風報》 。從時間的相關性來看，
＜取善的喻言＞應是來自《小孩月報》改名後的《月報》。
＜取善的喻言＞分兩次連載，雖然第二次文末有寫：(下張還要再印)，但是
並未再續，僅就現有的段落來看，篇章尚屬完整。故事敘述中國上古唐虞之時，
舜帝差臣子益火燒山林，林中動物逃生躲藏，蜜蜂、田嬰、黃蜂結為好友討論生
存之道的：
田嬰講：
「咱迦個（chiah-ê）有讀冊，就知冊內的意思，易經有講：
『積善
的家，的確有吉（kiat-khèng）慶，積不善的家的確有災殃。』那要平安
抵此世間的確得做好。」黃蜂應講：「你讀冊會曉得講冊句，我沒讀冊會
曉得講俗語。俗語有講：『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欲平安企起
抵世間，得有智識勇猛，我有學一個箭法，那是人來惹我，我就用箭佮伊
刺，伊就毋敢死當我，我就有平安。」講完煞攏飛去。蜜蜂起頭信田嬰有
理，後來冓聽見黃蜂的話，冓有理，也學一個箭法，獨獨心內躊躇不決
（tiû-tû put-koat）
，毋知趁此誰（chī-chuī） 卡（khah﹕較）對，嘆氣無煞。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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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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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蘭、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
，上海：復旦大學，2011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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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作者，鍾文進(Cheng Bûn-chín)譯，＜取善的喻言＞《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2 年 11

月，第 17 張，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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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蜂靠自身的智勇求活、田嬰遵從《易經》的積善立身，蜜蜂不知如何抉擇，
遇到名為神仙的天使示以上帝的信心之道，聽從實踐因而蒙福。蜜蜂貢獻蜜與蠟
得人的寵愛，被人遷入家屋邊受到保護與善待，蜜蜂殷勤工作報答主人恩。
基督教傳入中國後積極與儒家的文化思想對話，﹤取善的喻言﹥進入中國上
古的歷史脈絡，以中國人視為孝道典範、禪讓政治典範的古聖人舜帝時代為背景；
又以昆蟲、神仙之間有趣的對話和活潑的生態行為發展情節；呈現三種人生取向
的差異，最後彰顯蜜蜂選擇信心之道的智慧。田嬰代表中國儒家思想的知識份子，
黃蜂代表汲汲營營的普羅大眾，蜜蜂則是信靠上帝蒙受恩寵，以美好的工作報答
上帝恩惠的基督徒。本文結合仙子童話、生態寓言、基督教思想和中國古代思想、
民間生活哲理，以活潑生動的擬人化敘事法，表現出「淺法的藝術」效果。
二、前置型證道故事
(一)＜利亞所夢見的事＞
＜利亞所夢見的事＞Lí-á só͘ bāng-kìⁿ ê sū 描述小孩利亞的夢境，後面有論述
和經文。利亞夢見到了天堂門口，看見許多身穿白衣的孩子在城裡歡喜快樂，城
內有珍珠蓋成的房子，心生羨慕想進去，卻因身上衣服汙穢被守門人攔阻而憂愁
離開，忽然看見身邊有一條溪，前去清洗污垢，洗了再洗仍不乾淨，絕望哭泣時
遇見一人面貌晶美如太陽，問他(她)為何哭：
係人冓問伊講：
「利亞你甘願互我洗無？」應講：
「甘願啦﹗」係人就佮伊
洗，到白白，那親像雪。利亞第三擺冓去問顧門的人講：
「我此霎( chit-tia̍p﹕
此刻)洗到清氣，今欲入去通阿 ( á﹕或)毋通？」顧門的人佮伊看看得，
就講：「今好啦﹗作你入去。」利亞就歡頭喜面入去，得著抵遐快樂的福
氣。111
接著說明故事與教義中人、事、物的對應關係。利亞代表全人類，衣服是指人的
心，汙穢象徵罪，貌如日光的人是耶穌，利亞的徒勞與那人的協助，表示人要進
天堂需要靠耶穌協助。最後，提出相關的經文《以賽亞書》1 章 18 節和《詩篇》
51 篇 7 節112做連結，並請教會內的孩子將這兩節經文熟記在心。

111

佚名作者，＜利亞所夢見的事＞《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8 月，第 64 張，頁 67。

112

《以賽亞書》1 章 18 節﹕「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

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耶和華說：
『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你們的罪雖像硃紅，
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詩篇》51 篇 7 節﹕「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
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引自臺灣《聖經》公會網站，新標點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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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與經文做連結有助於深化記憶，融入思維。對兒童而言透過具象化、情
境化的故事更容易理解抽象的教義。利亞身穿汙穢的衣服，代表基督教思想認為
兒童也具有原罪。利亞渴望進天堂、努力嘗試清洗自己的汙穢，最後願意信賴耶
穌替她潔淨，形塑出兒童不堅持己見、信任他人、謙卑接受幫助的形象。
(二)＜囝較贏老父＞
＜囝較贏老父＞Kiáⁿ khah iâⁿ lāu-pē 的時空、背景、人物設定在國外農牧之
家的一對基督徒父子。故事中的小孩希望儘早納入教會成員名冊，和大人一起守
聖餐，但是父親認為孩子還小，等他長大也不遲。兒子的心願受挫，頓時失落難
過，默不作聲地祈求耶穌幫助：
過幾偌日這個囝仔佮伊的老母做伙待抵厝內，尹父去山裡倒來，忽然想到
遐個羊仔昧記得趕來，就叫伊的囝仔佮伊講：「仔來！你會替我去田裡看
羊仔有倒來，阿昧（á-bē﹕或是沒有）？」囝仔歡喜應講﹕「會喏！連鞭
就去」。尹老父看伊歡歡喜喜出門。 無偌久細仔冓倒轉來，尹父就問伊﹕
「看羊仔有趕倒來無？」孩子應講﹕「有啊！」尹老父冓問講﹕「有攏入
寮無，寮門有續鎖無？」仔應講﹕「有啊！攏收好好」。尹父心肝毋安穩，
就冓再問伊：「連遐個羊阿仔有攏收入寮內無？」係時尹仔就用溫柔恭敬
來講：「父啊！我想遐些細隻羊阿仔還幼稚，才互伊踮抵外面，聽候到別
日互伊大隻，係時才加入寮內也昧遲啦 ！」尹父聽這話心內觸著
（chhiok--tio̍h）。就隨時近偎來佮細仔講﹕「𠢕（Gâu）子啊！你的智識
比我較贏，我後禮拜就欲對牧師講起你的名字，看會得通續互你入教會，
阿昧？」113
小孩以智慧聰明的作法折服了父親，年齡不該成為領聖餐、做教會成員的門
檻。兒童的處事智慧、對真理原則的把握有時超越成人。後面的證道內容談到幼
年學習的優勢；兒童宗教教育的重要；父母及教會全體成員對兒童教育的責任；
教兒童白話字、閱讀《聖經》
、學習教義的方法。這篇證道故事型塑敬虔、順服、
聰慧、靈巧的兒童形象。證道內容反映當時基督教兒童宗教教育的理念與方法。
(三)＜盡忠到死＞
＜盡忠到死＞ Chīn-tiong kàu sí說的是一名在美洲當奴隸的男童，因堅守信
仰遭主人活活打死的故事。作者未署名，屬於前置型證道故事。這是對教會內的
大人、小孩說的故事。奴隸男孩遇到壞主人，聽到耶穌的道理後心得安慰、熱心
祈禱。主人威嚇禁止男孩祈禱，男童雖遭主人譏諷毒打，仍不改其志，瀕死前細
113

佚名作者，＜囝較贏老父＞《臺南府教會報》，光緒 18 年 4 月，第 84 張，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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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說：「頭家啊﹗我要故（iáu-kú﹕照樣）欲疼耶穌，要故欲疼耶穌。」講完就
死去114。
故事敘述完，作者以：「現在試問抵教會內有甚麼囝阿，阿是大人疼耶穌到
按呢嗎？」115作論述的開頭，經文居中，最後以：「照按呢看，此個做奴才的囝
仔，伊為著耶穌失落伊的生命，所以穩當得到報賞，親像得戴冕旒的款式。望上
帝幫贊咱大家做盡忠親像按呢兮。」116做結語。故事中的兒童堅持所信，寧死不
屈，身分地位卑賤，卻有著剛強高貴的形象。
(四)＜無下落的囝仔＞
＜無下落的囝仔＞Bô hē-lo̍h ê Gín-ná 這篇說的是作者祖國吉普賽兒童歸信
的故事。故事敘述一個勇敢的婦人不畏懼吉普賽父親放狗咬人的威嚇，向瀕死的
孩子背誦經文，兒童因此接受信仰，在歡喜感恩中死亡：
伊就近偎囝仔的身邊唸聖經約翰第 3 章 16 節互伊聽，連唸幾那擺，毋知
囝仔有聽見阿無﹔冓講一擺才聽見細阿聲得講：
「感謝上帝，也感謝耶穌，
停霎阿久囝仔冓再講﹕「上帝疼我，前無識聽見人讀聖經互我聽」，伊又
冓講：「上帝啊，雖然我沒下落囝仔，要故要佮你說多謝。』
婦任人倒去，過明阿載欲冓去抵路裡堵著尹老爸，得佮伊講：「死啦﹗欲
死的時，真歡喜常常感謝上帝，也感謝耶穌。」看路加 10:21。117
故事結束後作者提示：「看路加 10：21」《聖經》經文，雖然只用簡短幾個字，
仍屬於前置型證道故事。如果剔除這幾個字，這個故事就屬於只用行為動作、對
話、情節證道的獨立型證道故事。故事中凶狠的吉普賽大人，和溫馴、感恩的小
孩形成強烈的對比。
(五)＜利益囡仔＞
＜利益囡仔＞Lī-ek Gín-ná 開頭先說明這是一個真實故事，只有人名是借用
的。女童惜阿連番失去心愛的小貓、小羊及小弟，每次得之喜、失之悲，憂傷痛
苦之餘，發出有無永恆之物的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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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作者，＜盡忠到死＞《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10 月，第 66 張，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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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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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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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作者，＜無下落的囝仔＞《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7 年 12 月，第 80 張，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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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查某囡阿名叫惜阿。伊的心有欠缺，就愛得著活物通疼寵。因為按
呢，伊求伊的老父互伊一隻貓阿。老父甘願就互伊真娞的。囡阿大大歡喜。
日過日有寶惜係個金貓阿，常常揀好物互伊呷，也疊疊愛抱伊。可惜！經
過幾那日久係隻貓阿死去。囡阿就大大憂悶。
惜阿的老父看見伊的囝阿煩惱到按呢兮就買一隻羊阿來互伊。囡阿得著連
鞭受安慰，對伊的老父說多謝。因為羊阿是細隻得細意飼它。惜阿不只歡
喜做此號事。羊阿緊緊認伊做主人，就不只愛隊伊四界去。囡阿佮精牲那
親像相疼做好朋友。無佳在！冓無偌久羊阿患著病。惜阿勞心勞力看會醫
治抑無，無久昧用得，就深深苦痛續目潸泥泥流。
好佳在！隔幾偌日伊的老母有福氣得著一個仔。惜阿的心即時平平安安，
𠢕（Gâu﹕擅長）疼寵伊新的小弟，逐日無嫌著磨來抱伊。人講打算嬰阿
勇健，會緊緊大漢。惜阿掠伊的福氣是真大到極。壞啊！歷過幾那月日久
伊所寵成的小弟忽然間惹著病，竟然離開世間。查某囡阿的心十分慘悽，
以後不時哪嗷管（nâ-aû-kńg﹕喉管）濎（tīⁿ﹕漲滿）那親像心欲彆破一樣。
118

惜阿問父親：「有甚麼物通互伊到永活無死？」119，父親以基督信仰回答。
＜利益囡仔＞描寫惜阿愛動物、愛手足的深情，為生命消逝的哀慟，真摯動人。
本篇的主題思想緊扣基督教「信耶穌得永生」的信仰。基督信仰著力於死亡的探
究與解決，提出獲致永恆生命的方法與保證。兒童面對死亡的哲學性叩問，在以
基督信仰為思想底蘊的文本中較常見，這類文本常以低沉悲傷的情境為開頭，中
間經過哲學性思辨，最後帶向神學性昂揚歡樂的願景作結束。
(六)＜老母替仔死＞
＜老母替仔死＞Lāu-bó thè kiáⁿ sí 寫美國舊金山淘金熱潮吸引許多人前往，
有一對母子接獲丈夫發財的信，搭船前去相會，途中遇到船難，載有火藥的船隻
失火，乘客搭小船逃命，船上只能再容一人，母親犧牲自己生命讓孩子逃生：
係個婦人抵危急的時無顧自己的性命，但願伊的仔得救，就將仔放落小船；
流目潸吩咐伊的仔講：「設使倚靠神保庇，有命見你的父，得佮伊講，我
的母為著救仔，甘心放撒家己的性命！」

118

佚名作者，＜利益囡仔＞《臺南府城教會報》，光緒 19 年正月，第 94 張，頁 9。

1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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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頂面這件的事，也通顯明咱的救主耶穌對天降世替咱放撒性命的心。120
基督教信仰推崇犧牲捨己的愛，故事中母親為救兒子而死，類比耶穌為救人
類而捨命。
(七)＜買魚毋免錢＞
＜買魚毋免錢＞Bē-hîm̄-bián chîⁿ 作者未署名，作者的祖國有一位牧師，
常為熱心傳道但效果不彰而煩惱。有一天，他遇到挑擔賣魚的人，魚販苦於魚貨
銷不出去。牧師靈感乍現，買下所有的魚，然後吩咐賣魚人沿路叫喊「買魚毋免
錢」。有的人不信，有的人以為玩笑，但一個孩童相信就得到兩條魚：
行無偌遠有一個囡阿捧一塊碟偎來講：「嘿！魚要送人今阿毋免提錢。」
賣魚的就講：「 是喏 ，這兩尾欲送你。」係個囡阿係 時淡薄仔 昂愕
（gōng-ngia̍h﹕詫異）；總是看賣魚的是實意，就做伊捧倒來四界佮人講﹕
「賣魚的真正有影欲互人。」
人聽見這話，就濟濟人欲去討；有的捧碗，有的捧碟，毋過賣魚的已經互
人了了啦。121
故事中的兒童有顆單純的心，相信別人的善意，結果最先獲得免費的禮物。
最後作者再次強調把握時機接受信仰的重要性，以「佳哉猶有時通接納耶穌。請
您( lín﹕你們)看約翰 3:16。」122做結。
(八)＜恩義兩全＞
＜恩義兩全＞In Gī Lióng-choân 出自美國北長老會丁韙良所寫的
《喻道傳》
。
《喻道傳》最早的版本出現在 1858 年(咸豐 8 年 9 月)，在當時影響很大，有多
個版本。1877 年曾在日本東京出版，書名改為《勸善喻道傳》
，由日本渡部溫訓
123
點。
《喻道傳》故事的論述部份另有其人，名為企真子。 1886 年白話字的﹤恩
義兩全﹥譯者未署名，與《喻道傳》初版時間相隔 28 年，比較兩者的內容，並
無增減124，差別在一用文言文，一用白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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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作者，＜老母替仔死＞《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7 年 8 月，第 76 張，頁 58。

121

佚名作者 ，＜買魚毋免錢＞《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7 年 10 月，第 78 張，75 頁。

122

同上註，76 頁。

123

宋莉華，前引書， 361-363 頁。

124

同上註，362-3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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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義兩全＞敘述希臘城邦中的小國，國王下令嚴懲犯淫亂者，違者抉其雙
目。不料太子觸犯禁令，國王在親情與執法之間痛苦煎熬，最後想出與兒子各取
一眼，恩義兩全的辦法，「太子傷心到極慘慼反悔從前的失錯，大聲講﹕『我的
父座位，這麼尊，年歲，這麼老，來替我受苦，我心不是柴的石的，我怎樣會忍
得嘞？』」125 太子感於父愛，痛改前非後來繼位成為名君。
企真子在故事後做評論，上帝視人類為愛子，犯罪必施刑罰顯其公義，祂又
是慈愛，才以耶穌來替人受罪。本文以父子關係類比上帝與人類的關係。
前置型證道故事，除了以上各篇外，還有一則譯自《海國妙喻》＜鐵貓＞的
動物寓言＜早醒悟迷路＞Chá chhíⁿ-gō͘ bê-lō͘126 ，和女傳教士朱約安( Miss Joan
Stuart, 1851-1931) 和文安(Miss Annie E Butler) 共同翻譯的蘇格蘭孤兒雅各的故
事＜雅各去見著女王＞Ngá-kok khì kìⁿ-tio̍h Lú-ông127。勇敢的雅各信賴並且倚靠
善良的王子帶路，見到到仁慈的女王，贊助他實現求學的願望，長大後便成為有
用的人。＜雅各去見著女王＞也見於《十個故事》，作者以女王和王子的母子關
係，類比上帝和耶穌的父子關係；雅各倚靠王子才能晉見女王，得到幫助，隱喻
人類要倚靠上帝的兒子耶穌才能到上帝那裡，得到拯救的信仰意涵。這兩篇分別
在白話字伊索寓言、《十個故事》有較詳盡的討論，在此先略過。
三、置中型證道故事
(一)＜逮先升天無失落＞
＜逮先升天無失落＞Tāi-seng seng Thian bô sit-lo̍h 由朱約安和文安共同翻譯
是置中內嵌型，前有引言和情節，後有結語，寓言居間。寓言描述昆蟲的生態活
動，自成一個文本。由故事中的人物說故事、證道的方式，使內嵌文本與外部框
架交融輝映出一個意義深化的文本。
本篇敘述西方國家的一個讀書人，在女兒的葬禮後，藉著水蠆（小蟲）蛻變
成蜻蜓(田嬰)的過程，向五歲兒子解說七歲姐姐的死亡不是消失，而是蛻變。 池
塘水雞(青蛙)告訴水裡的小蟲，水外另有世界，小蟲不相信，以為離水就是死亡。
後來，小蟲蛻變成蜻蜓後自由飛翔見識到榮華的大地，它很想回水中告訴同伴，
但是受限於身體的變化無法返回。讀書人講到這裡嘆一口氣，對小男孩說：「可
惜啊﹗可惜﹗現在水內的蟲昧會佼知（chiâu chai﹕全知）水面的平安、快樂、
125

丁韙良，佚名譯者，＜恩義兩全＞《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2 年 11 月，第 17 張， 頁 125 。

126

佚名作者，佚名譯者，＜早醒悟迷路＞《臺南府教會報》
，光緒 18 年 10 月，第 91 張，頁 87。

127

佚名作者，朱約安、文安譯，＜雅各去見著女王＞《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6 年 7 月，第

63 張，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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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榮光，你的姊妹不過親像小蟲逮先先去，並無失落。」128
最後作者註以《聖經》《撒母耳記》(下)大衛王喪子後的體悟：死者已往，
生者在來日也將前去。在肉體消亡後，生命並未失去，在眼目不可見的世界裡，
生者與死者不過是先來後到的次序而已，人為死亡憂愁悲傷並無益處。作者以擬
人化的手法，描繪小蟲活潑好奇的性情。小蟲跟著水雞一起探索水外世界的冒險
經歷，以及小蟲令人訝異的蛻變過程，貼近兒童喜愛冒險、變化、驚奇的心理，
本文重見於《十個故事》。
(二)＜講話合正理＞
＜講話合正理＞Kóng-oē ha̍p chèng-lí敘述一個印度女童與和尚的對話互動。
引言說到言論能否被接受，帶給人啟示，使人醒悟，關鍵在於合不合理﹕
親像抵印度國有一個查某囡阿，通干證伊所講有合道理的話。有一日查某
囡阿擔一擔柴欲倒去，抵路中有懨憪，經過一間神廟，就想愛歇得互肩頭
參身軀咖輕鬆。隨時將肩頭擔的柴歇抵廟的大門前，續坐抵石楹(gîm)。
無偌久有一個和尚出來，看見就無歡喜來喝伊講，你坐抵神廟的面前欲褻
瀆廟內的神明，吼 ! 你得緊緊去毋通踮迦平安得坐。
查某囡阿講，迦既然無通坐，請你指明一所在無神的地，我通去遐坐。和
尚一下聽見伊的話，對按呢醒悟，續無話通應伊。129
女童擔柴在廟前休息，和尚以坐在神明前會褻瀆神明為由要她到別處去，女
童回請他指明一處無神之處，好換到那裏去坐。和尚一聽，竟無言以對。
結尾的論述以設問反思拜神像的合理性，強調上帝無限性的特質。印度女童
雖從事挑柴的苦工，身分低微，面對年齡、身分、地位都高的和尚，以機智反詰，
令對方無語。女童不卑不亢、沉著自在、聰慧靈巧的形象躍然而出。
四、後置型證道故事
(一)＜譬喻仁愛＞

128

佚名作者，朱約安、文安譯，＜逮先升天無失落＞《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7 年 5 月，第

73 張，頁 36。
129

佚名作者，＜講話合正理＞《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6 年 12 月，第 68 張，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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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仁愛＞Phì-jū jîn-ài 屬後置型證道故事，先說題旨後說故事，譯者為教
會會友 Chè-hān 澤寒 (暫譯)。譯者說明這個故事來自 Tāi-ngô͘(大俄)國，原作者
已點出題旨：「那有仁愛抵第，上帝也就抵遐。」 Nā ū jîn-ài tī-teh, Siōng-tè iā chiū
tī hia 之後才敘述故事內容。現代慣以編按來交代出處，與文章內容有清楚的區
隔，但在此卻連成一氣，變成文章的第一段。
有一個補鞋匠馬汀讀到《路加福音》7 章 37-50 節後，靜靜思想法利賽人（外
表敬虔，假冒偽善）待耶穌的態度，不知不覺睡著了，在睡夢中聽到救主說，明
天要來拜訪他。第二天，只見到飢餓的人、受寒的母子、爭吵的商婦和小孩。他
憐憫飢寒者，給他們衣食﹔他化解衝突，使人和睦。馬丁忙了一天，獨不見救主
前來。當天晚上他見到了異象：
到係個下昏，就冓掀開聖冊，連鞭（liâm-piⁿ﹕立刻）觸著伊的心都都想
著昨昏所看的異象續彷彿聽見有腳步聲抵背後得行來行去。越頭看一個看，
親像抵係厝角有人形，耳孔內就聽見細阿聲得講：「馬-丁-啊！馬-丁啊！你揀昧認得我？」馬丁講：「你是什麼人？」連鞭係個伊前所互伊他
呷的出來，佮伊講，「是我啦！」面笑笑，續過去。又冓一個就是衣裳互
尹穿係兩個也來得講，「是我啦！」講了做尹去。冓伊佮人取和係兩個，
腳接腳也來得講：「是我啦﹗」係時馬丁心真歡喜，續拽聖冊起來看，讀
馬太 25:40，得講：「已經行按呢款待我的兄弟第一細的一個，就是行伊
款待我」
。讀了連鞭會曉得所夢的異象實在無騙伊；就知救主係日果然來，
伊也果然接納伊。130
本篇以主人翁閱讀《聖經》的行動做開頭和結束；中間有夢境、實境、異象
三個部份，但是夢境、實境、異象實為一體，都是上帝用不同化身和方式與馬汀
互動。作者用虛實互為表裡的手法營造出奇異又溫馨的氛圍，篇幅雖短但引人注
目。＜譬喻仁愛＞譯改自托爾斯泰 1855 年的的短篇小說＜有愛的地方就有上帝
＞131。
上述證道故事，以前置型最多共有 11 篇(包含＜夕田麻＞的第二文本) ，後
置型最少只有 1 篇，獨立型 3 篇、置中型 2 篇。
證道故事包括翻譯和創作。創作、翻譯的方式有個人完成、兩人合作和口述
代筆。大部分作者和譯者的身分不明，可以確知的只有＜恩義兩全＞是丁韙良、
企真子合作；＜雅各去見著女王＞、﹤逮先升天無失落＞是朱約安和文安共同翻
130

托爾斯泰著，Chè-hān 譯，＜譬喻仁愛＞《臺南府城教會報》，光緒 19 年 8 月，第 101 張，

頁 92。
131

托爾斯泰著，許海燕譯，《傻子伊凡》
，臺北市﹕志文，1995 年，頁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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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的：＜譬喻仁愛＞是教會會友澤寒 Chè-hān 譯；＜取善的喻言＞是鍾文進翻譯。
翻譯的篇章照原文譯不予增減的是＜恩義兩全＞，增添《聖經》經文的有＜早醒
悟迷路＞。
取材的範圍有國外的著作、中國內地的書報和口述文本；有真實故事、虛構
故事和以真實事件為架構，作者增添情節和對話的半虛構故事。證道故事涉及的
時空背景有 19 世紀末的中國廈門及上古唐虞、美國、英國、蘇格蘭、德國、印
度、希臘、俄國，範圍相當寬廣。
證道故事的篇幅多屬簡短，人物簡單，敘述側重情節，對人物的形貌和場景
甚少著墨﹔遣詞用字淺白樸實，多出自閩南族群日常生活的口語﹔主題方面強調
慈愛、犧牲、死亡、聖潔、謙卑、勇敢、信心、聰明智慧，標舉崇高的靈性與德
行，不諱言人生的苦難與人性黑暗面。這些證道故事有的是以教義為基礎，有的
原非宗教性文本經詮釋轉化後與《聖經》產生互文性。
五、兒童的形象
上列證道故事中的兒童多是正面形象，＜奇巧的事情＞表現女童奇巧活潑率
真的樣貌；＜夕田麻＞中貧苦女童貝比妲如同成人信仰的推手，她發人深省的問
話，產生連鎖效應，先是喚醒對恩典麻木無感的畫家，促成他信仰生命的成長，
一幅名畫因此誕生，間接影響親岑多夫的生命與事業；＜利亞所夢見的事＞則是
渴望進天城，願意付出行動潔淨自己的罪、願意信任他人、願意謙卑接受幫助的
孩童；＜雅各去見著女王＞有勇敢上進，自助以致得到天助的孤兒；＜盡忠到死
＞受盡壓迫但堅守信仰、至死不渝的奴隸男孩；＜無下落的小孩＞中貧病交迫而
死的吉普賽小孩有著歡喜和感恩的態度；＜利益囡仔＞女童有對動物和手足洋溢
深切的愛心；＜囝較贏老父＞中敬虔、順服又聰慧的男童，利用照管羊群的時機
帶給父親省思；＜買魚毋免錢＞中的女童有單純的信心最先得到兩條免費的魚；
＜講話合正理＞中不卑不亢、沉著機智的女童，反駁和尚論述的盲點。這些篇章
形塑各種美德的兒童，投射出兒童是相對純潔的罪人(站在基督教的原罪觀)、真
理的先行者、成人導師的兒童觀。
基督教信仰建構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以救贖人類進入永恆為目標，帶著強
烈的擴展動機，促使個人的生命文本與《聖經》的核心要義接軌、交融後產生互
文性。基督教的宣教就是在不斷地創造互文性文本，說已有的故事，內化聽到的
故事，創造新的生命故事，新的故事納入既有的故事群，再經口頭與文字、圖像
輾轉傳播。這種以信仰為基模的敘事循環，是隨著基督教的宣教活動不斷推衍。
《臺灣教會公報》晚清的文學性兒童讀物─證道故事，代表了基督教(兒童)文學
敘事循環在臺灣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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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會公報》中前置型、後置型、獨立型、置中型四種類型的證道故事，
是一種側重情節、偏向崇高美學（靈性生命境界與道德情操的崇高）的兒童讀物。
這些由外國傳教士、本國教徒創作和翻譯的作品，為十九世紀末的臺灣讀者打開
多國視窗，以及基督教的兒童觀。這些作品可說是臺灣白話文文學、方言(兒童)
文學的先驅。從在地出版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教會公報》晚清證道故事位於臺
灣在地兒童讀物出版史的開端。

第三節

晚清以後證道文集

晚清以後《臺灣教會公報》推介多部文集，有部份收錄的篇章在文集出版前
後，曾刊載在《臺灣教會公報》上，這節將以文集為中心作探討。現存晚清以後
證道文集有《十個故事》、《有求必應》、《德育的故事》(卷一)、《新聞雜錄》、
《天路指南 —對死入活》(下卷)、《訓蒙淺說》和《訓蒙淺說》(第二本)、《幼
稚課本》(上)。
在這些文集當中，有的全是敘事體，有的混合多種文體，將從文集中挑選敘
事體，特別是兒童相關的敘事，以此探討證道故事的類型、內容、特色及兒童形
象。《十個故事》、《訓蒙淺說》和《訓蒙淺說》(第二本)、《幼稚課本》(上)
皆以兒童為預設讀者，敘事體部份將逐篇分析。《有求必應》、《德育的故事》
(卷一)、《新聞雜錄》預設讀者不限兒童，各篇內容以摘要的方式放在附錄中，
只討論與兒童有關的內容。《天路指南 —對死入活》(下卷)當中有一篇傳說故
事擁有證道故事的雙重身份，因此移至傳說單元，以免重複討論。
一、《十個故事》
《十個故事》為女傳教士朱約安、文安合譯的作品，兩位女傳教士在臺期間
貢獻良多，132將從醫療、教育、傳道、慈惠、文字事工五個面向概述其生平，再
依證道故事類型分析《十個故事》主題、內容、人物形象的特色。
十九世紀基督教來臺女傳教士，按照抵達時間排序，第一位是李庥（Rev.
Hugh Ritchie,1840-1879）牧師的夫人（Mrs. Hugh Ritchie）
，第二位是馬姑娘（Miss
133
E. Murray） ，朱約安及文安同列第三位。
朱約安 1851 年出生於蘇格蘭，幼年隨父母遷往英國北方的南希爾（South
132

本單元修改自筆者所寫＜十九世紀末來臺女傳教士朱約安、文安與兒童讀物《十個故事》的

譯介＞，2019 真理大學「外國語文教學與跨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真理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2019 年 5 月 25 日發行，頁 41-52。
133

當時稱未婚女傳教士為「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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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s），她排行老么，上有兄姊五名。朱約安在家鄉即熱心參與主日學教學和
司琴的工作134。她在 1917 年退休返國，1931 年病逝，享年 80 歲。
文安生卒年不詳，來臺前的事蹟待考。她在臺服務 40 年，1925 年退休回英
國終老。朱約安個性剛毅，文安個性溫和開朗，兩人共事 33 年幾乎形影不離，
相輔相成，合作無間。135
(一)朱約安與文安的貢獻
1.教育方面
十九世紀的華人社會，婦女受纏足之苦，因男女授受不親、重男輕女、女子
無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縛，女孩缺乏受教育的機會。來華傳教士帶來新的思維，提
倡廢纏足，在教區陸續成立女學。1887 年 2 月 14 日（光緒 13 年正月 22 日）英
國長老教會在府城開設「女學」136，這所女學就是長榮女子中學的前身。137女學
招收八足歲以上的女孩，「不纏小腳」是入學唯一條件。學科有白話字、寫字、
算數、女紅、背誦《聖經》138，朱約安和文安輪流授課。第一屆招收 19 名住校
學生139。她們課餘下鄉訪視信徒，教導孩子白話字、
《聖經》和道理。1910 年兩
人轉往彰化繼續教育傳教的工作140。
2.醫療方面
早期婦女生產風險高，文安和朱約安前往高雄向打狗醫館的梅醫生（Dr. W.
W. Myers）學習助產技術141，協助婦女平安生產。1891 年朱約安利用回國休假

134

高潘筱玉，＜朱姑娘小傳＞
《臺灣教會報》555 卷，1931 年 6 月﹔＜朱約安姑娘小傳 ( Miss Joan

Stuart, 1851-1931 )＞，宣教師人物檔，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35

陳美玲，＜女宣教師腳蹤＞《女宣雜誌》428 期，2017 年 3 月 1 日。

136

李庥牧師夫婦是倡議設立「女學」的先覺者。李庥牧師於 1879 年 9 月 29 日病歿後，李庥牧

師娘繼續推動。女學接近竣工時，1884 年 6 月 13 日李庥牧師娘因病回國。女學之興建實由李庥
牧師夫婦推動而成。詳見＜李庥夫婦籌建女學＞，史話 327、＜蓋建女學及姑娘樓＞，史話 329，
教會史話第四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37

＜長榮女中的紀念刊＞，史話 341，教會史話第四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38

佚名，＜開設女學＞《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17 張，光緒 12 年 11 月，頁 3。

139

見＜長老教女學的開學＞，史話 330，教會史話第四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140

高潘筱玉，前引文。

141

潘稀祺，＜臺灣初代「產婆」宣教師 朱約安姑娘＞，路加傳道會﹕醫宣史話，356 期，2018

年 10 月。http://www.ccmm.org.tw/page/article/show.aspx?num=687(201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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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進修助產士，再回臺灣服務產婦。142從臺灣西醫的發展史來看她可說是初代
的助產士。143
3.教會事工
全臺最早的教會太平境教會設立於 1865 年 6 月 16 日144，1879 年 1 月創設主
日學，1889 年 1 月朱約安擔任第一任主日學校長。1880 年由李庥牧師娘創設婦
人會，1886 年朱約安、文安承先啟後設立「拜二婦人祈禱會」建構婦女團契的
雛形，成為女宣運動的主體，後來推廣到南部各間教會。145安平婦人黃蕭連難產，
在朱約安助產下平安生子，產後朱約安、文安、萬真珠(Miss Margaret Barnet)經
常關懷探視，後來黃家受感動歸信基督，1898 年 2 月 19 日開放自家設立佈道所，
這是安平教會的前身146。
4.慈惠關懷
朱約安和文安每逢週一晚上，前往新樓醫院探訪病人147。她們在課餘走訪教
會與信徒家庭，聚集信徒舉行祈禱會，給予安慰、勉勵和教導。朱約安和文安常
常帶學生探訪未信者家庭，慰問病人，為癱瘓臥床的婦女清洗身體、餵食，她們
以身教和實務為學生樹立慈惠關懷的典範。148
5.創作翻譯
朱約安和文安有多篇翻譯和創作發表於《臺灣教會公報》，還有翻譯作品集
出版。朱約安 1918 年 5 翻譯＜乞丐＞（Khit-chia̍h)，原作者不詳149，說的是中
國乞丐瀕臨餓死，得到外國人施捨的麵包，因為習慣吃米飯，聞一聞就將到手的

142

高潘筱玉，前引文。

143

潘稀祺，前引文。

144

＜全臺最早的教會－太平境教會＞，教會歷史，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pct.org.tw/article_church.aspx?strBlockID=B00007&strContentID=C2006051000004&str
Desc=&strSiteID=&strCTID=CT0016&strASP=article_church(2019.04.28)
145

＜太平境教會歷史沿革＞，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http://www.tpkch.org.tw/www5/intro2.html

(2019.5.7)
146

＜安平教會簡史＞，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http://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8028(2019.04.28)
147

陳美玲，前引文。

148

潘稀祺，前引文。

149

朱約安譯，＜乞丐＞《臺灣教會報》第 398 卷，1918 年 5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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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糧丟棄，最終餓死的故事。作者以這個故事比喻人執著於舊傳統不願接受新
事物（耶穌基督)，導致靈魂死亡的悲劇。朱約安翻譯的《有求必應》
（Iú Kiû Pit
È ng）1917 年出版150，以深信上帝並懇切祈禱為全書主旨。
文安的作品包含翻譯、改寫、人物見證、論文和書信。1899 年 3 月＜看像
的福氣＞（Khoàⁿ siōng ê hok-khì ) 151改寫自 1889 年 7、8 月的＜夕田麻＞
（Si̍ t-tián-má)，152文安改寫時刪減內容，將說話有影響力的女孩改成婦女，重新
命名為＜看像的福氣＞。1914 年 6 月刊出＜看像的福＞（Khoàⁿ Siōng ê Hok ) 153
時雖未註明譯者，但是內容與＜看像的福氣＞相同，只是說話的人換回女孩。＜
看像的福氣＞、＜看像的福＞維持＜夕田麻＞的核心意涵，輪流點出婦女、女孩
對信仰的敏感度，有時超越男人和大人﹔肯定文字和藝術品深遠的影響力，一段
文字一幅畫傳道的效果可以媲美佈道會。
1899 年 5 月文 安 在 ＜保惜精牲＞（Pó-sioh Cheng-seⁿ) 介紹英國動物保護協
會，舉報虐待動物的行為並施以官方的懲罰，提倡愛護動物的觀念，對臺灣社會
無論大人小孩都習於輕賤動物、虐待動物的風氣發出沉痛的呼聲。她駁斥民間流
傳，故意虐死貓狗，它們會找人償命是不真實的說法，主張從小培養孩子愛護動
物的觀念和習慣，否則長大成人後心更硬，更殘忍：
論到遐個精牲，以及雀鳥阿、蟲拓，我要記兩項。 頭一項，尹攏是上帝
所創造的物，也是伊所保惜。所以逐等號的活物人得疼惜好款待若無揀不
是大大得罪上帝？
冓一項，物平平知吆，知闊，知疼痛，都都親像人一樣。雖然尹真有智識，
要故（iáu-kú)昧曉講話，隨在人佮伊摃，害伊，互伊吆餓，尹無權通阻止，
也無得通講起伊的艱苦。那是按呢人得冓卡細意，冓軟心，會曉體貼尹的
軟弱。154
愛護動物是基於對上帝的敬畏和弱者的體貼。她提出由政府、法律、社福團
體共同保護動物的觀念和做法，在當時無疑是相當新奇的概念。
英國是第一個提出動物權的國家。1824 年英國成立世界第一個動物保護團
150

《有求必應》（Iú Kiû Pit È ng）詳見 the Memory of Written Taiwanese 臺語文記憶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87（2019.05.13)
151

文安譯，＜看像的福氣＞《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168 卷，1889 年 3 月，頁 20。

152

未署名譯者，＜看像的福＞《臺灣教會報》第 351 卷，1914 年 6 月，頁 1-2。

153

＜夕田麻＞未註明原作者及譯者，可能是文安所譯。

154

文安著，＜保惜精牲＞《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170 卷，1899 年 5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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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防止虐待動物保護協會」（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1876 年通過世界第一個動物保護相關法案「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法案」
（Cruelty to
Aninals Act）。1989 年臺灣實施「野生動物保育法」，1998 年實施「動物保護
法」155。1960 年成立「中華民國保護牲畜協會」
，1973 年擴充為「中華民國動物
保護協會」156，臺灣逐步邁向對動物更文明友善的社會。從觀念的建立到行動的
落實是一個緩慢的過程，1899 年文安在臺灣播下動物保護理念的種籽是一個不
容忽視的貢獻。
1916 年 9 月＜王宮佮御園＞（Ông-kiong kap Gū-hn̂g)，原作者不詳157，說的
是婦人辛苦存錢想為愛女購買御花園裡栽種的葡萄，公主知情後免費贈送給她﹔
這個故事用來比喻基督救贖恩典是白白賜給人類，人無論如何勞碌也得不到。
1918 年 6 月、7 月、8 月連載文安所記( Bûn ko-niû kì)的＜王的看護婦＞（Ông
ê Khàn-hō͘-hū )158，以護理人員及其工作為題材，被照護的孩子視護理人員為天
上君王派來的使者，神聖且尊貴。雖然孩子不敵疾病摧折最後死亡，但她天真的
言行影響看護婦的信仰與工作觀。
1921 年 1 月＜馮玉祥出死入活＞（ Pâng Gio̍k-siông Chhut-sí Ji̍ p-oa̍h)159前半
記載北洋軍閥馮玉祥自述的歸信歷程，後半是他影響家人、部屬入基督教的事
蹟。
1924 年 3 月＜鴉片鬼變做聖徒＞（ A-phiàn-kuí pìⁿ-chò Sèng-tô͘) 160翻譯自中
國內地會傅牧師所寫，鴉片毒癮者脫癮重生，活出好言行被人稱為：「老摩西」
的故事。
1926 年 2 月來自英國的書信＜文姑娘的批＞（ Bûn Ko͘-niû ê Phoe )
露文安對臺灣眾人的深切思念與慰勉。

155

161

，流

許桂森、陳美玲，＜我國動物保護工作概況＞第 129 期，2003 年 3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https://www.coa.gov.tw/ws.php?id=2502702(2019.04.28)
156

＜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成立源起＞，中華民國動物保護協會，https://www.apatw.org

(2019.04.28)
157

文安譯，＜王宮佮御園＞《臺灣教會報》第 378 卷，1916 年 9 月，頁 11-12。

158

文安著，＜王的看護婦＞《臺灣教會報》第 399 卷，1918 年 6 月，頁 11-12 ﹔第 400 卷，1918

年 7 月，頁 7-9 ﹔第 401 卷，1918 年 8 月，頁 10。
159

文安著，＜馮玉祥出死入活＞《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430 卷，1921 年 1 月，頁 8。

160

文安譯，＜鴉片鬼變做聖徒＞《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468 卷，1924 年 3 月，頁 7-9。

161

文安著，＜文姑娘的批＞《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491 卷，1926 年 2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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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約安、文安合譯《十個故事》
（Cha̍p-ê kò͘-sū )，1913 年由閩南聖教書局印
發，原作者不詳，共 38 頁162。當中有兩篇，1890 年 8 月＜雅各去見著女王＞
（Ngá-kok khì kìⁿ-tio̍h Lú-ông) 和 1891 年 5 月＜逮先升天無失落＞ （Tāi-seng
seng Thian bô sit-lo̍h )，先在《臺灣教會公報》上發表，刊登時未署名。
1923 年文安和萬真珠合譯《女界名人》（Lú-kài Bêng-jîn)，台南新樓冊房印
行，原作者不詳，足為信徒典範的女基督徒生命故事。163
在電子媒體尚未出現的時代，獲取資訊的途徑是藉著圖像、文字和口傳。朱
約安和文安藉著各種文類：故事、人物見證、論述、書信，以不同角度深化臺灣
讀者對基督信仰的認知，擴展對新進國家、異質文化、不同階層人物的接觸面向。
女傳教士們以身體力行的榜樣，並且透過寫作反覆述說婦女和兒童尊貴的價值，
對忽視婦女和兒童地位的臺灣社會，進行潛移默化的言教和身教。
(二)《十個故事》的類型
1913 年《十個故事》出版，1914 年 9 月《臺灣教會公報》書訊刊載《十個
故事》的出版消息和價目（7chiam) 164，1923 年《十個故事》再版165。(1913 年
版封面及權頁見附錄圖 5、5-1 )
《十個故事》的目次及篇名如下：1.＜查某囡仔干證耶穌＞Cha-bó͘ gín-ná
kan-chèng Iâ-so͘﹔2.＜盡忠到死＞Chīn-tiong Kàu sī﹔3.＜祈禱的路用＞Kī-tó ē lō͘ēng﹔4.＜歁憨變作智識＞Khám-gām pìⁿ-chòe tì-sek﹔5.＜雅各去見著女王＞
Ngá-kok khì kìⁿ-tio̍h Lú-ông﹔6.＜聖冊做寶貝＞Sèng-chheh chòe pó-pòe﹔7.＜海
理＞ Hái-lí﹔8.＜為主死難＞Ūi chù sī lān﹔9.＜逮先升天毋是失落＞Tāi-seng
seng Thian m̄ sī sit-lo̍h ﹔10.＜一盞故事＞ Chit chān kó͘-sū 以下按類型陳述﹕
1.前置型
＜查某囡仔干證耶穌＞中國女孩名叫改阿（Kài-á)因信基督教，身為秀才的
父親將她痛打，改阿默默忍受不改其志，最終父親受其影響歸信基督。本篇先說
162

《十個故事》，淡水中學白話字史料(修編)，臺灣白話字文獻館，1913 年，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12229.htm(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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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第 354 卷，1914 年 9 月，頁 12。

165

1923 年《十個故事》
，臺大楊雲萍文庫白話字史料(編修)臺灣白話字文獻館，

pojbh.lib.ntnu.edu.tw/artical-11664.htm(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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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改的故事，敘述者在結尾時鼓勵教會的女孩們效法她的精神。
＜盡忠到死＞貧窮又不識字的非洲黑奴查理（Chā-lí)，歸信基督以後，村
中流行致命性出水痘的傳染病，查理為了傳福音，奮不顧身照顧病人結果亦罹病
死亡。文末直接以兩段經文做結。
＜祈禱的路用＞是一則真實故事，16 歲的雅各（Ngá-kok)班上同學突然死
亡，他與 4 位同學自發性地共同祈禱，並且召開校內祈禱會安慰眾人，同學和教
職員工多人受其影響歸信基督。後來，雅各及一位歸信者當了牧師。故事的後段
敘述雅各和同伴日後美好的發展，期望學生及會眾能同心祈禱。
＜歁憨變作智識＞失去雙親的喜憨兒約西（Iok-se)被蘇格蘭一個貧窮老婦
收容。約西常遭其他孩子戲弄，但他信神且切慕與神同在，某日得償所願，在快
樂中死亡。最後敘事者、教會傳道、弟兄姊妹都相信耶穌所疼愛的學生約西，已
經進入天堂，享受永遠的福氣。
＜雅各去見著女王＞蘇格蘭的孤兒雅各（Ngá-kok)想就學，但無親友可以
倚靠。他聽說女王憐憫人，於是親自到王宮找女王協助，但遭衛兵阻擋，絕望離
開。他沿路哭泣，在路上巧遇王子，經王子引見得到女王幫助，雅各長大成為有
用的人。經過作者詮釋類比，孤兒雅各代表所有人類的處境，熱心的王子如同耶
穌，慈愛的女王是天父，唯有倚靠耶穌基督人類才能與神接觸，得到救助。後面
的論述，將一般性的兒童故事轉化成具有神學意涵的故事。
＜聖冊做寶貝＞有一個婦人給口渴的老師水喝，老師看見她的內務雜亂無章，
孩子身著破爛的衣衫、丈夫抽著菸，於是提醒她家中藏有寶貝。老師離去後，她
翻箱倒櫃，遍尋不著什麼值錢的東西，只發現死去的母親所贈與的《聖經》。她
因為閱讀《聖經》得到啟發，生命改變，家庭恢復功能，被忽視的孩子得到良好
的照顧，原來《聖經》就是那個寶貝。末尾以《約翰福音》5 章 39 節提醒讀者，
若家中有《聖經》的要當寶貝，且要好好查考內容，得到隱藏在當中的福份。
＜海理＞海理是一名更生少年，生長在倫敦一個失能家庭，房子座落在名為
賊路的街上。他跟著黑幫老大蘇維廉行竊，蘇威廉入監服刑期間，海理聽信福音
後改邪歸正，還影響同伴一起走正路。海理 12 歲時蘇威廉出獄，他逼迫海理重
操舊業，但海理堅持信仰原則不從，蘇威廉將他重摔致死。海理死前原諒蘇威廉，
安然見主。篇末以問句：「今試想此個囝阿揀毋是為著主耶穌的道理來失落性命
嗎？」166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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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死難＞（Ūi chù sī lān），信徒胖阿（Phàng-á)逃躲義和團拳亂，匪徒
綁架未信主的弟弟逼胖阿出面，胖阿出現後被逼迫放棄基督信仰，但胖阿堅信不
移慘遭活埋。末句敘事者評述：「按呢胖阿的靈魂已經到主的面前，顯明伊疼主
甘願賠命。」167
2.置中型
＜逮先升天毋是失落＞說的是西方國家有個讀書人，一雙兒女彼此親愛，不
料 7 歲的女兒死亡，5 歲的兒子找不到姐姐傷心痛哭。他用生態寓言為兒子解說
姐姐的死亡不是失落而是先上天堂。開頭先介紹人物和事件，中間是寓言，最後
以抒感和《聖經》經文做結語。寓言描述昆蟲的生態活動，自成一個文本。故事
裡有故事，由故事中的人物說故事。
3.獨立型
＜一盞故事＞8 歲女孩仁愛（Jîn-ài)久病臥床，恐懼死亡，母親坦然與她談
論死亡如同搬家，她不再懼怕。本篇一體成形前後都無論述，死亡的討論安排在
情節中。從仁愛生病後對死亡的揣想，經過母親的引導討論，最後她了悟死亡就
是遷居到更美好的家，心便安然。所有的情感反應，意義的闡明都在兩人的對話
與行動中完成。
《十個故事》以前置型 8 個最多，置中型、獨立型各 1 個，先教訓後說故事
的後置型全無，編譯者似有意識到兒童的閱讀心理，故事先行還是較符合兒少愛
聽故事，不愛劈頭就說教的普遍心理。
(三)《十個故事》的特色
從主要人物多半是兒少的現象來看，《十個故事》應是一本以兒少為預設讀
者的證道故事集。除了＜逮先升天毋是失落＞內嵌文本有擬人化想像的部份，整
體而言《十個故事》偏重社會寫實主義，以道德靈性的崇高美學為尚，其內容特
色反映在三方面：關注兒少的生存危機、肯定兒少的能動性以及開放的死亡教
育。
1.關注兒少的生存危機
故事中的兒少面臨的生存危機有失去至親、家庭失能、暴力、貧窮、同儕霸
凌、犯罪、疾病、宗教迫害、死亡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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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雅各失去雙親後沒有親友可以依靠，孤懸在家庭與社會的支持系統之外，
面臨生存與失學的危機。喜憨兒約西，父母雙亡，也無親人照顧，四處遊蕩，幸
得一位孤獨貧窮的老婦收容，但同儕的霸凌仍使他受苦，其他孩子欺他智能不足，
驚嚇他搭馬車會遭遇大災禍，以致他只敢長途步行去教堂。＜聖冊做寶貝＞裡四、
五個小孩衣著破爛不堪，他們的父母雖健在但親職功能不彰，是一種形同死亡的
假性存在。海理生長在貧窮家庭，他不識字，父母無德行，常酗酒且口出惡言，
放任孩子為所欲為，結果海理涉入犯罪集團，最後死於暴力之下。
宗教的迫害來自政府的政策、社會的動亂和家庭的反對。1900 年慈禧太后
皇下詔令驅逐外國人，連帶殃及基督徒，加上義和團作亂，前後發生多起教案，
基督徒胖阿的弟弟被匪徒綁架，他自己被活埋，兩人未必是兒少，但兒少在類似
的處境中，往往是最受害最深的。阿改的宗教迫害來自家庭，她的父親是秀才，
雖屬知識份子，還是以痛打限制孩子的宗教自由。
疾病與死亡的恐懼威脅著人類社群的生存發展，在缺乏醫療資源的落後地區，
兒少的死亡率高。查理的村子流行傳染病，家家戶戶都被感染。＜逮先升天毋是
失落＞的女童 7 歲即死亡，失去手足的悲傷和對死亡的恐懼衝擊幼弟的心靈。8
歲的女童仁愛久病臥床，對痊癒悲觀，對死後狀態充滿恐懼，以致於食不下嚥。
《十個故事》是百年前出版的作品，雖然經過一世紀，至今文明發展已大幅
進步，但是世界各地的兒少依然面臨著書中描寫的各種生存危機。
2.肯定兒少的能動性
兒少在社會結構中通常被視為知識、經驗、能力不足，需要成人保護協助、
教育訓練的弱勢族群。父母、成人與兒少之間分別扮演施教者和受教者的關係，
兒少處於被動接受的位置。《十個故事》裡的兒少固然處於弱勢的環境，但不必
然是弱者，他們彰顯出柔而強的能動性。
改宗是一種人生價值體系、核心信念的根本性變革，切換生命詮釋的角度，
生活的形式和內涵也隨之轉換，連帶衝擊原來的社群關係，是人生至為關鍵的決
定。中國女孩改阿忍受痛打仍然堅持所信，被禁止到教堂就在家自行閱讀《聖經》
，
最後影響了尊崇孔子的父親改信基督。
雅各所就讀的學校教職員工對信仰冷淡，有的僅是披著宗教的外衣，沒有真
實的信仰內涵。當校內學生們受到死亡事件衝擊心靈憂愁，雅各和四位同學徵得
老師同意在校內發起禱告會，聚集所有同學給予安慰、鼓勵、傳講福音，帶領同
學及教職員工歸信。雅各積極主動，整合同儕，持續等待，伺機而行，在死亡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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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籠罩的時刻帶著同學迎向希望光明。他們充滿熱情和智慧的表現，與身為生活
指引者、心靈保護者、學識施教者的師長們無所作為的態度形成強烈對比。
女王位於社會階層的最高端，孤兒位於社會最底層，無依無靠的孤兒雅各為
自己尋找受教的機會，既天真也大膽地直接請求女王幫助，跨越社會階級無形的
阻攔，積極主動求上進，絕處逢生造就自己，活出有用的人生。
海理在黑幫老大蘇威廉入獄後，為自己過去偷竊搶劫感到良心不安，他進到
福音堂聽道理，脫離罪疚，決心重新做人。他白天努力做童工賺錢，下班後到教
堂學習，並且勇敢苦勸昔日和他一起作案的孩子們離棄罪惡。蘇威廉出獄後要求
海理重操舊業，但他不屈從，被蘇威廉重摔致命。他瀕臨時死亡時同伴哀泣，他
說：
「毋通嚎，我欲去耶穌遐享受福氣，您(lín 註﹕你們）得想耶穌到別日您也
會入榮光的所在。」168看護婦問他：「你互蘇威廉害到按呢，有甘願赦免伊抑是
無？」169他說：「真甘願，歡喜赦免伊，得叫伊來。」170海理獨立自強、擇善固
執的生命素質，饒恕害死他的惡人，所展現的生命高度是父母和大人所不及的。
約西雖然智能不足，卻能辨識與追求信仰。禮拜日早早進教堂，主動請求傳
道允許他和其他信徒一起「坐主的桌」領聖餐。傳道以忙碌推辭，他反而更迫切
懇求，渴望體會基督教靈性最美的境界，聽神的話與神相遇。無論是來自其他孩
子對他信仰的質疑嘲笑、長途步行的勞乏、傳道人的拒絕忽視，都不能挫折約西
的意志，最終他超越各種困境，完成了心願。
文本中形塑的兒少雖然處於弱勢但具有天真、良善、積極、主動、堅忍、上
進各種美德。他們與成人一樣具有獨立自主的人格，生命充滿能動性，在個人生
命的價值選擇與判斷上，拒絕任何妥協和扭曲﹔在社群中對成人、同儕有啟發性
和影響力。從基督教教義來看，傳福音領人歸信是救人靈魂脫離死亡的大事，故
事中的兒少扮演著成人的引路天使。
3.重視兒少的死亡教育
死亡是普世性的人生課題，恐懼是常見的反應。對生存的價值判斷和詮釋，
以及死亡的認知內涵影響著生命品質。《十個故事》每個故事都與死亡有關。阿
改為父親朗讀《聖經》中耶穌被釘十字架、死亡復活的事蹟﹔＜聖冊做寶貝＞的
婦人是一種功能性和靈性的死亡狀態，死去的母親所贈的《聖經》使她復活﹔查
理和村人因傳染病死亡﹔孤兒雅各父母死亡﹔16 歲的雅各同班同學死亡﹔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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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約西猝死﹔胖阿被活埋﹔海理被毆打死亡﹔讀書人的女兒死亡﹔仁愛因病
籠罩在死亡陰影下。
《十個故事》描述了不同人物的死亡原因和面對死亡的態度，查理、約西、
海理、胖阿不畏死亡甚至歡喜迎接死亡。＜逮先升天毋是失落＞、＜一盞故事＞
兩篇直接與孩子談論死亡與死後的狀態，同時演示父母如何選擇情境、方法和態
度和孩子談論。當仁愛跟母親說我真怕死，母親回應說：
我毋要你驚係個死的代誌到按呢，今你會好，得來相佮談論此個代誌。
仁愛挫一個，後來講﹕「死真正互人通驚，死後有靈魂，無身軀，我昧認
得家己。」
伊的老母講：
「耶穌會認得你。」仁愛應講：
「有影？那是我毋知係個所在
是什麼款式。人抵遐親像神，神是互人通驚。」伊的老母微微笑講：「人
雖罔毋知係個所在什麼款式，哪是的確知天頂是好所在，因為《聖經》有
明明記載，我要佮你講，設使你的老爸有買新厝，咱得欲搬去。哪是因為
伊要互你奇怪，伊無講出抵搭落，也無講厝的內面是什麼款，哪是伊講係
間比此間是不止卡娞，你有欲搬去係間新厝抑毋要？」仁愛應講：「的確
欲」伊的老母講：
「死的時親像搬去新厝這樣，咱死就是搬去天父的家。」
仁愛講：「今我會曉得啦﹗論此個死的代誌，毋冓互我驚到按呢。」171
母親以《聖經》的觀點談論死亡，態度直接了當，平靜安詳，微笑以對。她
告訴孩子死後有人（耶穌)認得你，死亡是遷居到一個更新更美好的地方，在未
知中隱藏著某種等待揭曉的神祕驚喜。仁愛更新對死亡的認知，心中的恐懼得以
撫平。
＜逮先升天毋是失落＞是一則充滿童趣和詩意的死亡教育範本。讀書人埋葬
女兒後，帶兒子到墓地植栽，兒子找不到姊姊，認為姊姊消失了，焦急悲傷。讀
書人告訴孩子姊姊先到天堂，將來要復活再相見，孩子無法理解，於是讀書人和
孩子坐在淺水潭邊說故事。時值六月天，潭邊四圍有茂密的樹林，修長的竹子，
水中央有蘆草、水雞（青蛙）、各種蟲類、鳥類、活物飛來飛去，景緻美好。讀
書人說潭裡有一種小蟲（註﹕水蠆），在水中泥地四處遊走覓食好不快活，以為
水底世界就是全世界。水雞潭裡潭外進進出出，忽隱忽現引起小蟲的好奇。水雞
告知小蟲水外有更廣大的世界，小蟲無法想像所以不信，於是水雞帶著小蟲來一
趟探險，但失敗而返。過不久小蟲身體病懨懨，撐持不住就靠在蘆荻根往上走，
霎時從殼內出來，蛻變成蜻蜓(田嬰)見識到榮華大地，展翅飛翔。水中同伴都以
為它死了，它也無法再返回水中告知同伴所見所聞。讀書人告訴兒子，死亡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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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蠆變成蜻蜓，姊姊只是無法返回述說天堂榮景，並沒有消失不見。最後作者註
以聖經《撒母耳記》(下)大衛王喪子後的體悟：
聖經撒母耳記下卷 12 章 23 節，大衛王講：「今仔已經死，我禁食啥事，
揀會互伊伊的靈魂倒轉嗎？我得欲歸仔的所在，仔昧會冓就近我。」照按
呢講，逮先升天的並毋是失落性命，人得憂愁有什麼利益啦。172
死者已往，生者在來日也將前去。在肉體消亡後，生命並未失去，在眼目不
可見的世界裡，生者與死者不過是先來後到的次序而已，人為死亡憂傷悲愁並無
益處。作者以兒童的視角、擬人化的筆法，描繪池塘生物的對話互動，小蟲活潑
好奇的性情，刺激的冒險經歷，令人驚喜的蛻變過程，頗貼近兒童喜愛冒險、變
化、驚奇的閱讀心理。
文中安排讀書人在充滿生機的六月天，選擇在戶外的生態實境，坐下來為孩
子說故事，以孩子們眼目可見的具體事物解釋抽象的死亡過程、死後世界。《十
個故事》以凝視死亡，揭示死亡本質，坦然開放的態度對兒少進行死亡教育，以
臺灣死亡教育的發展進程來看，無疑是走在時代的最前端。
綜觀《十個故事》各篇內容，編譯目的指向為兒少提供信仰的典範，正視人
生各種苦難，培養各種美德，重視自我價值，不因自己年幼或弱勢就妄自菲薄，
努力在生活中發揮個人的影響力。
朱約安和文安在女子教育、教會主日學、婦女祈禱會、醫療助產、慈惠關懷
以及翻譯寫作上都留下紀錄，也就是在傳道、醫療、教育、慈善以及文字出版五
大事工上都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藉著翻譯創作她們引進了英國動物保護的觀念
和做法、護理工作是神聖的、文字與圖像有強大的傳播功能、兒少具有獨立自主
的人格、正視並公開與兒童探討死亡的重要觀點。
作為兒少讀物的《十個故事》在證道故事的寫作法上，前置型使用最多，置
中型、獨立型甚少，先教訓後說故事的後置型全無，對兒少抗拒直接教訓的閱讀
心理有充分的理解。
《十個故事》呈現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基督教界關注兒少
處境、兒少人格、兒少死亡教育、兒少閱讀心理的程度，以及她們對臺灣基督徒
兒少的期許。
二、
《有求必應》
《有求必應》IÚ KIÛ PIT EǸG 是朱約安個人翻譯的文集，以下從出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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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體例、證道故事類型、故事內容來源和兒童相關敘事來分析其特色。
(一)出版訊息
《有求必應》IÚ KIÛ PIT EǸG，原作者不詳，有 20 篇，共 77 頁，1917 年 (大
正六年)，臺南新樓聚珍堂印(封面見附錄圖 6)。《有求必應》列在《臺灣教會公
報》1924、1925、1926 年 1 月的書訊目錄上。朱約安自序如下﹕
翻譯此本冊的意思是欲互人咖知祈禱的大路用，因為所記載的事逐項是真
實，人已經有按呢經過，果然上帝有允准尹的祈禱，才來干證。願大家讀
了會冓咖致意要緊愛交陪上帝，深信來祈禱，因為救主有講﹕「得求就互
恁」
，冓講﹕「祈禱的時不論求什麼，信就會得著。」馬太福音 7﹕7﹔21﹕
22
序言的末尾附上《聖經》經文，內文各篇都照此體例編排，只有一篇例外以
詩墊底。第 1 則屬於置中型，其他 19 則都是故事先行，教訓意義與經文在後的
前置型證道故事。從簡短的序言中，可知翻譯本書目的是為了幫助人了解禱告的
效用，鼓勵讀者更加親近上帝，照《聖經》指示的方法，以深信不疑的態度來祈
禱，就會得到所求所想的。內容所記都是當事人親身經歷，證明上帝回應他們的
祈禱。
歸納《聖經》中神回應人祈求的方式大約有四種﹕1.按所求立即回應，例如
有一名大臣到加利利求耶穌治好他的兒子，耶穌答應他的當下，在迦百農的孩子
就得到醫治173。2.按所求回應但延遲處理，如拉撒路重病，耶穌延宕時間不立即
前去，等拉撒路死了，耶穌才施行更大的神蹟，使他復活174。3.超過所求所想，
如所羅門只求智慧，上帝不但賜他智慧，還給他沒有祈求的富有、尊榮和長壽。
175
4.拒絕所求，如保羅三次求上帝除去他身上的刺，都不蒙應允176。
《有求必應》輯錄的見證故事包括前 3 種。故事發生地點在英國、美國、印
度、埃及、中國、俄國、高麗。主要人物種族不同，年齡不同。禱告事項不分大
小，有的攸關生死，有的只是小小孩子祈求一個喜愛的玩具而已。在不同的時空
背景中，每個主要人物都經驗到上帝回應他們的禱告，充滿神奇的色彩。其中以
兒童、少年為主要人物的篇目有＜祈禱時上帝允准＞Kî-tó-ê sî Siōng-tè ún-chún、
173

新標點和合本《聖經》《約翰福音》
，4 章 47-54 節。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2019.05.13)
174

《約翰福音》，11 章 1-44 節。

175

《列王記上》，3 章 5-14 節。

176

《歌林多後書》
，12 章 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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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仔的祈禱＞Sòe Kián ê Kî-tó、＜少年人的老爸得救＞Siàu-liân lâng ê lāu-pē
tit-kiù、＜囝仔盡伊的心＞Gín-ná chīn i ê Sim。分述如下﹕
(二)兒童相關敘事
1.＜祈禱時上帝允准＞
＜祈禱時上帝允准＞Kî-tó-ê sî Siōng-tè ún-chún177敘述戴德生未出生以前父
母就向上帝祈求生一個男孩將來能去中國傳福音，他們果然生了一個男孩。戴德
生有好幾年發育不良，父母擔憂他身體孱弱無法承擔此事。另一方面，他的信仰
狀態也不理想，雖然會讀《聖經》但是不在意，心也未降服。
十五歲那年，母親外出後他進書房讀書，隨意撿拾籃子裡的真理單張來看，
心想如果是故事就看，若是只講道理就不看。在二十里外的母親，掛念兒子尚未
真正認識信仰(重生)，飯後在房內禱告好幾小時，有次聖靈默示她禱告已蒙應允。
當時，戴德生正在書房裡看真理單張，寫著﹕「基督的工明白(完成了)」，他內
心受感動，為此感謝上帝的恩典，那一刻他知道自己重生了。他先告訴姊姊此事，
等母親回家時，他給母親開門，立刻告訴母親這件事，母親欣喜地表示半個月前
她就已經知道，並沒有人告訴她，而是在禱告中得知的。
後來戴德生撿到大姊的筆記本，上面寫著要每天為小弟禱告。戴德生長大獻
身給上帝，上帝果真派他到了中國傳福音。戴德生創辦了著名的宣教團體「中國
內地會」。
戴德生宣教工作的特色之一就是單憑禱告，不向人募款，本書＜人無米，上
帝賞賜＞Lâng bô bí, Siōng-tè siúⁿ- sù 就是記述這樣的事蹟﹕在中國寧波有一個
外國醫生自己出資維持醫館，醫生任滿後回鄉。戴德生承接醫館事務，糧草將盡
時，戴德生告訴員工可以選擇離職，也歡迎留下，但是他已經發不出工錢來，所
有的資金唯有祈求上帝的賞賜。有些人離開，但很多人留下來，留下的員工滿心
喜樂地工作。當廚工告訴戴德生糧食就要用盡，戴德生正好收到一筆奉獻。上帝
感動一個富人奉獻繼承到的大筆遺產，並且富人告訴他，若是不足可以告訴他，
他還要奉獻。
2.＜少年人的老爸得救＞
＜少年人的老爸得救＞Siàu-liân lâng ê lāu-pē tit-kiù 178記述在美國的佈道會
177

《有求必應》，頁 9-12。

178

《有求必應》，頁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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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少年人聽道後醒悟知罪，流著眼淚。牧師勉勵他當及時接受耶穌，但他
表示不敢，因為父親曾說過，若是信耶穌的話就不讓他踏進家門一步。牧師鼓勵
他要堅定要壯膽，他才勇敢在眾人前面作見證。牧師要去拜訪他父親，但少年人
勸阻，恐怕牧師被父親惡待。牧師當晚為此迫切禱告直到天亮，心中有平安，知
道那人會得救。第二天，牧師講道時看到少年人的父親面帶憂愁而來，聽道後父
親就接受信仰，後來也確實有重生的憑據。
3.＜細仔的祈禱＞
＜細仔的祈禱＞Sòe Kián ê Kî-tó 裡有個婦人很會教自己的孩子班阿祈禱。因
此，班阿不到 7 歲就知道不論所想要的或遭遇甚麼事，都可以祈禱，而且毫無懷
疑。有天他買了一件流行的玩意，母親吩咐他要愛惜，若是壞了就不再買給他。
班阿聽後默不作聲，沒多久東西就玩壞了，他很煩惱。有天母親上街買菜，看見
店鋪有賣那玩意，心想再買來給孩子高興。回到家班阿來接她，說﹕「『阿娘，
你所買的𨑨迌(chhit-thô﹕玩)物抵搭落？』，老母要試伊的意思講﹕『仔啊，我
揀無講，你無通冓買係號物，你揀昧記得嗎？』班仔講﹕『會記得，總是我有求
耶穌教你冓買互我？所以我知你有啦！』」179這樣他祈禱後，信就得到。
沒多久班仔病得很嚴重，口渴想喝水，可惜每喝每吐，連一口也無法下肚。
有一晚他口渴到受不了，跟母親說﹕「阿娘我欲你坐抵我的眠床邊替我祈禱﹔要
緊得求上帝賞賜我好睏，明阿早啟精神，巴肚好好，會呤(lim)水無吐，你得按
呢祈禱。」180並且請母親派人明天早早去某人的水泉，舀大罐的水，放在房間門
口給他喝。母親躊躇不前，問他深信上帝會照他所求嗎？班仔很確定。母親照他
所求去做，內心自責信心薄弱。果然，班仔一夜好眠，第二天喝了兩碗水都沒吐。
班仔不只 7 歲時如此深信，長大也是這樣。16 歲上學遇到難解的課題，他祈求
上帝幫助，過一會他就想通了。後來他常作見證，若不求上帝幫助，他就無法明
白。
4.＜囝仔盡伊的心＞
＜囝仔盡伊的心＞Gín-ná chīn i ê Sim 1811869 年美國有個女孩叫杜索美，3 歲
嚴重跌傷，癱在床上 6 年，10 歲稍微能靠兩支枴杖行走。她知道此生都會殘障，
但是立志要助人。
杜索美入學就讀四年，畢業後在自己家開一個女子小學堂給窮人讀書。朋友
179

《有求必應》，頁 61。

180

《有求必應》，頁 62。

181

《有求必應》，頁 69-72。
50

見她沒錢勸阻她，她就求告上帝，結果有人贈送她桌椅。起初只有 1 個女孩來就
讀，後來增到 20 人。她覺得自己學識過淺想再進修，求上帝指引她，後來就去
夜校進修。小學堂日漸興旺，到她 18 歲時需要更大的地方，她求告上帝幫助，
就得到機會租到更大的地點。因為有人需要考駕照請她幫助，她為此另闢時段教
學，後來順勢設立夜間部，供白天工作的人就讀。當時有一場瘟疫，學生避難四
散，疫後重回學校。學校經費先有富人贊助，後來由官方承擔。她後來卸下學校
的責任，另設教養院收容殘障者。她的朋友顧念她沒錢，基於好意還是勸阻她，
但她依然意志堅定，不斷求告上帝指引幫助，無論資金不足、換屋、購地各種困
難都迎刃而解，實現她助人的願望，許多人因她受惠。
上述各篇反映幾個重要的觀點﹕兒童十分蒙上帝關心疼愛、兒童的信心比大
人單純堅定、兒童是父母歸信的嚮導、兒童可以依靠上帝成就大事、兒童期為人
生的核心時期。
＜少年人的老爸得救＞記述兒女先接觸信仰心生嚮往，但因父母的威嚇受苦，
這種事例在基督教傳教記錄上歷歷可數。兒女藉著禱告，在教友、牧師、長老的
代求幫助下，最後父母受到感動歸信的例子為數眾多，足可歸納成一個故事類型。
在家庭中若有信仰衝擊，兒童常是受壓迫者，父母則是壓迫者，但受壓迫的兒童
卻扮演大人的幫助者，帶給壓迫他們的大人救贖的契機。
＜細仔的祈禱＞孩子以單純的信心與上帝互動，不論是需要玩具，恢復健康，
讀懂課業都通過禱告得到實現。玩具對兒童而言是重要的事物，上帝感動母親的
心打破約定再為班仔買一個，反映出上帝事事關心，大有能力而且溫柔細膩的形
象。 ＜囝仔盡伊的心＞的杜索美在兒童期即懷有助人的高尚情操，雖是貧窮、
殘疾的兒童，仍然可以依靠上帝逐步完成辦學助人的夢想。
戴德生對中國的宣教有很大的貢獻，影響深遠，延續至今仍在發展中，為基
督教界津津樂道，常以他為宣教典範之一。＜祈禱時上帝允准＞內容與《德育的
故事》（卷一）＜戴德生小時獻身給主＞所述相同，不同的文集重複收錄，可見
戴德生的事蹟所受到的重視。戴德生一生的事業始於未出生以前父母的禱告，和
少年時期的立志。清教徒視兒童期為人生的核心時期，而不是一個為成年期作準
備的過渡階段，182是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三、《德育的故事》(卷一)
(一)出版訊息
182

Seth Lerer, Children’s literature﹕a reader’s history，from Aesop to Harry Potter.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p.84.
51

《德育的故事》出現在 1924 年、1925、1926 年《臺灣教會公報》書訊上。
現存《德育的故事》(卷一)Tek-io̍k ê kò͘-sū kòan-it，是 1932 年出版，作者、譯者、
編者和出版地都不詳(封面及版權頁見附錄圖 9、圖 9-1)。全書共 84 頁，分三章，
第一章＜論囝仔＞，32 篇﹔第二章＜論孝敬父母＞，9 篇﹔第三章＜論傳道＞，
18 篇183（全書目錄與摘要詳見附錄表 6)。前置型證道故事有 40 則，獨立型 16
則，置中型 3 則。
《德育的故事》(卷一)版權頁註記著從《福音的故事》選譯，頭序裡說到﹕
「咱來講究舊約的聖經，要排列次序，得知第一古早踮世間時什麼人，什麼
事。……這本是要贊咱通照次序排列舊約所記幾偌項要緊的事。」由此可知《福
音的故事》編寫目的是為了幫助讀者更認識《舊約聖經》重大歷史事件發展的先
後順序，應是一本根據《舊約聖經》改寫的故事集。然而，令人十分費解的是，
經過選譯後《德育的故事》所展示的內容完全是近現代世界各國、社會各階層、
男女老幼，不同主題類型的證道故事，沒有一則《舊約聖經》故事。
《德育的故事》(卷一)編寫特色之一就是目標讀者多元化，有為兒童寫的，
如＜賀德講誠實＞Hok-tek Kóng Sêng-sit 最後一句話「細仔得聽啊，得勉勵啊！」
184
﹔有寫給育兒中的女教友，如＜張師娘帶囝仔做禮拜＞Tiu ⁿ Su-niû To̍a Gín-ná
chòe Lé-pài 牧師建議張師娘改進帶小孩做禮拜的方法，先讓孩子在家吃飽、帶吃
起來無聲的點心、不給玩鈴鐺，以維持聚會秩序。該篇最後一段話「囝阿安靜守
規矩，大人通得留心聽道理，攏總的女教友啥事毋試看嘞？」185教導做母親的讀
者﹔針對適婚年齡的讀者，如＜安娜愛梅的事＞An-ná À i-mûi ê Sū 明示擇偶需智
慧，當重視美德﹔為苦於紛爭的教會領導者所寫的＜燒死伊＞Sio-Sí I 提供解決
教友不和的方法﹕「朋友，你的同會有無和好的人嗎？……若毋知用什麼法才有
功效，請你也照此個牧師的法度來試看得。」 186 ﹔＜我摁望見老母的面＞Góa
Ǹg-bāng Kìⁿ Lāu-bú ê Bīn 裡年輕的水手遇船難，臨死前哀鳴悔恨，但為時已晚，
本篇是寫給所有為人子女者看的﹕「唉啊！有偌濟肖年郎，悖逆看輕老母，到欲
死的時，才欲反悔，已經追昧得啦，凡那有父母的朋友，得趁早孝敬，免得有後
來的反悔。」187本書概括各類型讀者，以淺語化和處境化的敘事手法，多方勸化
信徒將教義落實在個人生活中，建立基督信仰下的德育觀，養成基督信仰所期許
的靈性品格。
(二)兒童相關敘事
183

全書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069&page=1(2019.05.14)

184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11。

185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23-24。

186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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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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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以兒童作為主要人物的篇目集中在第一章＜論囝阿＞描寫兒
童信仰生活的取向對個人、家庭、社群甚至國家的正負面影響。基督核心教義之
一就是處理罪與死亡的問題，基督信仰認為世人都犯了罪，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偷
吃禁果，罪進入世界，死亡是罪必然的結果，從此代代相傳。基督教義所謂的罪
超出人類認知的法律和道德層次，深入意識、潛意識、靈界層次(魔鬼是犯罪墮
落的天使）。做為一個人，兒童本有人性黑暗面，迴避不了死亡的陰影和恐懼，
因此第一章＜論囝阿＞不但描繪兒童的純真、美德、影響力，也觸及兒童的罪與
死。第二章＜論孝敬父母＞著重描寫父母對兒女的愛，探討基督信仰的孝道義涵。
第三章＜論傳道＞敘述牧師、傳道人如何有智慧地化處理教會內部問題。以下討
論兒童相關敘事﹕
1.兒童的純真
＜小約伯的祈禱＞Sòe Iok-pek Kî-tó 是一則教導禱告的證道故事，敘事性的
部份以幽默的對話，表現兒童的真性情。雖然是作為一個反例供人省思，但童心
童性的描繪具體而生動。英國一對小兄弟約伯和約瑟到祖母家住幾日。約伯生日
將到，按西方習俗親人要送禮物給壽星，約伯希望祖母能送他一粒球。晚上，祖
母要他們跪在床前禱告，祖母先禱告，兩個小兄弟接下去，約伯祈禱時大聲說﹕
「『求主耶穌，第一要緊毋通昧記我後日生日，求你送我一粒大粒皮球，也得硬
冓好的。』約瑟講﹕『齁，幂使用到迦大聲，上帝冓毋是臭耳聾。』約伯應講﹕
『毋過，阿嬤是臭耳聾。』」。188
約伯和約瑟分別是《舊約聖經》不同時代著名的人物，同樣經歷苦難後來變
得富足尊貴，約伯曾在痛苦至極時咒詛自己的生日，此處的約伯滿懷期待地迎接
自己的生日。本文將兩兄弟命名為約伯和約瑟，其童言童語的可愛對熟悉《聖經》
故事的讀者形成互文性的反差。
＜飼牛囝仔的富足＞Chhī Gû Gín-ná ê Hù-chiok 孩子在山裡放牛，他心中歡
喜快樂大聲唱歌。國王騎馬打獵經過那裏，問他為何如此歡喜？他告訴國王，照
我的陽光和照國王的一樣，山中的花朵和國王的花園一樣耀眼，有衣有食，無驚
無恐，所擁有的富裕與國王不相上下。189兒童掌握了富足的真諦，超越世俗的價
值判斷。他有顆純真的心，懂得享受上天所賜，無價的、隨時可得的真快樂。
2.兒童的美德
(1)兒童的誠實
188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15。

189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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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德講誠實＞Hok-tek Kóng Sêng-sit 美國某學堂有個窮學生叫賀德，他書
讀不多又不夠聰明，唯獨寫字不輸眾人。年底督學到校評鑑，現場寫字選出兩位
給獎勵。老師發錯希德和賀德的簿本，評鑑結果賀德得到獎賞，但賀德發現名字
是他的，但字是希德寫的，就誠實告訴老師這個情形。他雖然失去物質的獎賞，
卻得到看不見的平安快樂。190
＜太子的真實＞Thài-chú ê Chin-si̍ t 德國太子放學，皇帝令他讀一段法文，太
子讀完後皇帝很滿意。太子告訴父親，所讀那部份剛考完，其他的就不會了，因
他的誠實皇帝更為歡喜191。
(2)兒童的勇敢
＜清氣真好＞Chheng-khì Chin Hó 是一則前置型證道故事，敘述一個五歲孩
子和小弟在家中玩耍，突然遇到火災，孩子抱起小弟屈身閉氣就往門口跑，逃到
戶外才大口深呼吸，平日未曾感受空氣的重要，此時方覺清新的空氣真好。192這
五歲的孩子表現出臨危不亂，機警勇敢的特質。
＜瑪麗讀聖經趕賊＞Má-lī Tha̍k Sèng-keng Kóaⁿ Chha̍t 英國女孩瑪麗剛滿 10
歲，住在英國偏僻的鄉村，父親是熱心的莊稼漢，以培育敬虔的兒女為第一要務。
他要求全家每周去禮拜，只留一人看守門戶。瑪麗雖小卻有大人的氣概，常常請
求父親讓她留守，父親屢屢拒絕，但她一再要求，因那地方沒有小偷，最後父親
答應讓她試試看。
起初她很歡喜，但沒同伴玩，過一陣子就覺得有點無聊，於是翻開《詩篇》
34 篇反覆誦讀，直到朗朗上口，才帶狗到花園玩耍。她打了個盹，11 點醒來去
備飯，因為父母 12 點會回來。這時她發現狗不見了，呼喚幾聲毫無動靜。突然，
兩個陌生人出現在她眼前，告訴她永遠也見不到她的狗了。她照母親平常殷勤待
客的方式，邀請兩人到家中坐，等父親回來，她去做飯請他們吃。飯前瑪麗請那
兩人一起禱告，賊人推辭不會。瑪麗謝飯後，見他們吃得很快而且對她很粗魯，
才覺得不對勁。賊人追問她爸爸賣豬的錢放在哪裡？難道不怕他們嗎？瑪麗知道
他們的意圖後告訴他們，她很怕，不過剛剛讀的《聖經》告訴她天父會照顧她和
她的家，她唸出經文﹕「敬畏主的人，四圍有主的使者，紮營拯救。」193有一人
良心發現，知道瑪麗一家是好人，而且聽到天父會看顧他們，心裡害怕起來，就
催同伴快走，不願幫忙偷錢也阻止決意要偷錢的同伴採取行動。
190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9-11。

191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29。

192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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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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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回家看見狗死了，心想不妙，但見瑪麗無恙，問明緣由後，和妻子一起
謝恩，稱許瑪麗讀《聖經》大有功效。女孩瑪麗展現過人的勇氣，她的勇氣來自
對《聖經》的堅信。
3.兒童的影響力
(1)影響家人
＜囝仔救老爸＞ Gín-ná Kiù Lāu-pē 南非有一人姓尤，平素不識真理和教會
的事。他有兩個孩子，大的是男孩 8 歲，小的是女孩 6 歲，他聽朋友勸送孩子去
教會設立的學校就讀，因路途遠就安排孩子寄宿在牧師家。兩年後，孩子跟父親
表白不願回家鄉放羊，求父親讓他們繼續學習，並且向父親說明所學的救恩。父
194
親聽後受感動，接受信仰靈魂得救。 兩個孩子實踐基督信仰孝道的真諦，帶給
父母靈魂永恆的幸福。

＜老爸互仔問倒＞Lāu-pē Hō͘ Kiáⁿ Mn̄g-tó 親友鄰居皆知綽號老虎的教友在
教會能守規矩，一旦出了教會就盡顯暴躁易怒的本性。某天，他禱告後要吃早餐，
一睜眼看見早餐不滿意，立刻怒罵、捶桌拒吃，氣忿忿要出門上班。六歲的女兒
問他，剛剛禱告的話天父有聽見嗎？他答有。女兒再問他，剛剛嫌棄早餐的話天
父有聽見嗎？他被孩子問倒，轉回身去大口吃完早餐才外出工作195。小女孩機智
的問話改變父親的惡行惡狀。
＜日本細漢查某囝仔提批＞Jit-pún Sòe-hàn Cha-bó͘ Gín-ná The̍h Phoe 日本警
察有兩個女兒非常膽小，有天警察局跑腿當差的不在，有重要信件必須送到兩里
外一位先生家，但他有公事要忙不能離開，十分苦惱。兩個女兒知道父親左右為
難，自告奮勇要幫忙，姊妹倆手拉手順利完成任務。他奇怪女兒為何不怕？問起
緣由，得知女兒在主日學聽到天父會保護她們，於是兩人在樓上祈禱後就大膽出
門。警察受女兒影響後來也進教堂聽道，變成熱心的信徒。196
＜西門揣兄歸主＞Se-būn Chhōa Hiaⁿ Kui Chú 福音書記載安德烈帶領兄弟彼
得認識耶穌。7 歲的西門效法安德烈，他邀請哥哥查克去教會聽雷先生講道。哥
哥起先拒絕，卻不忍他失望流淚，答應他只去一次，就在那一次他受感動重生197。
在信仰的追尋過程，年幼的孩子也能影響較年長的手足。

194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47-48。

195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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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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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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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響同儕
＜羅貝的勇敢＞Lô-pòe ê Ióng-kám 列在全書的首篇，法國男孩羅貝生長在父
母敬虔的家庭，從小就會祈禱、吟詩，5、6 歲時早晚第一要事就是祈禱、謝恩，
漸漸成了習慣。他 12 歲進了中學，第一天照常跪在床前做睡前祈禱，同學們嘩
然取笑，紛紛用枕頭打他的背脊，像要把他打成癱瘓一般。他不但不生氣還借用
耶穌被釘十字架時的禱詞說﹕「求主赦免尹的罪，因為尹所做的是對眛明。」198
沒幾天後，他就不再受霸凌，而且同學跟他認錯，接著悔改信耶穌。
＜囝仔受感動＞Gín-ná Siū Kám-tōng 佈道家白明佳曾在油行工作，小時候曾
接觸信仰，但工作期間漸漸失去。後來有個小孩也來工作，他不畏人譏笑跪著大
聲禱告，白明佳受到感動，後來獻身傳道變成有名的佈道家。199
(3)影響社群
＜12 歲做領袖＞Cha̍p-ji Hè Chòe Léng-siù 馬禮遜先生說南非有個禮拜堂是
本地土人建造的，由 12 歲小孩做傳道。小孩曾在教會的學堂學習，回家後就在
沙地上教鄰居的孩子寫字，村民看見就蓋禮拜堂來學習。孩子所講的道理、教的
內容都是出自福音書，村民因此信福音，別村也受到影響起而效法200。兒童樂於
傳授知識，就地取材的聰慧行動不但影響本村，還擴大到周邊的社群。
＜戴德生細漢獻身互主＞Tê Tek-seng Sòe- hàn Hiàn Sim Hō͘ Chú 這是一個童
年時立志影響異國社群，並在成年後確實成功的例子201。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
生小時某日心受感動，將自己獻給神。同時間，母親在外地祈禱時聖靈已經告知
她這件事。戴德生後來遠渡重洋來到中國內地，發展的跨文化宣教事業帶給眾多
華人深遠的影響。本篇與《有求必應》＜祈禱時上帝允准＞內容相同。
(4)影響國家
＜義勇的少年人＞Gi-ióng ê Siàu-liân 敘述低地國荷蘭一名少年及時護堤，救
國家脫離一場災難。少年常聽父親說海堤關係著百姓的生命財產，他謹記在心。
某天傍晚，他放學回家時經過堤防，發現海水從小縫隙逐漸滲出，就及時用手指
堵住破口免去潰堤的大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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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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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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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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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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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出版的《訓蒙淺說》第 12 課＜囝仔的好樣＞收有同一個故事，兩篇
的敘事結構相仿但教訓意義的落點不同。＜義勇的少年人＞以《創世紀》41 章
38 節﹕「約瑟互上帝國的信感動，就救埃及全國的人。」202破題，舊約時代有
約瑟救埃及國，近代則有荷蘭少年的事蹟。末尾則以對待罪亦當如此，需防微杜
漸作結。本篇既述少年的義勇，也論罪的治法，屬於置中型證道故事。荷蘭少年
隨機應變，以果斷和整夜防堵的堅忍救了國家。相隔多年這篇又收在《德育的故
事》(卷一)裡，足見這則故事頗受編者的青睞。
4.兒童的信心和祈禱
兒童只憑著單純的信心和真誠的祈禱，就帶出神奇的效應和戲劇性的結果。
(1)信靠得幫助
＜畢書的信心＞Pit-su ê Sìn-sim 敘述倫敦南方比里斯鄉村有個男孩叫畢書，
父母在他 6、7 歲時先後離世。他在親戚和父親的朋友家寄居遷徙，無處安身，
直到 11 歲還未入學。有天他在街上和小朋友一起玩耍，遇到了女傳道，女傳道
告訴他可以將上學的需要告訴耶穌請祂幫助。他相信女傳道所說的話，直接寫信
給耶穌，地址是天堂，然後交到郵局發送。郵局將信件滯留在無法送達的盒子裡，
有位牧師發現後，得知畢書想入學但身無分文、無依無靠。牧師就去找畢書，資
助他受完教育，後來畢書成為英國當時最有名的牧師203。
(2)祈禱得飽足
＜囝仔偎靠主＞Gín -ná Oá-khò Chú 有個女孩常讀《聖經》給祖母聽，祖母
是敬虔的人，常教孩子要倚靠主。他們家很貧窮經常三餐不繼，有天連早餐也沒
有，母親吩咐孩子穿好衣服帶弟妹到海邊玩耍，再回家幫忙家事。孩子看見飛鳥，
想起《聖經》所說人比飛鳥更尊貴，上帝尚且養活天上飛鳥，何況是人呢？她就
和弟弟、妹妹一起跪在沙灘上祈求上帝賞賜食物。禱告完他們繼續玩耍，搬石頭
蓋小房子，要撒上砂子時發現沙裡有亮亮的東西，細看是一塊銀元。她歡喜地交
給媽媽，換來飯菜全家吃飽飽。女孩長大成為牧師，帶領很多人信主204。
(3)祈禱得失物
＜杜信祈禱雨傘＞Tok-sìn Kî-tó Hō͘ Sòaⁿ 小女孩杜信和母親上街，回到家才
202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38。

203

《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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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故事》(卷一)，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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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母親心愛的傘掉了。杜信建議母親禱告求上帝幫忙找回，但她一方面又懷疑
這麼小的一件事上帝會關心嗎？她睡前跪著祈求，就安心去睡。次日，有人拿傘
來家裡問他們是否掉了傘？一看真稀奇，正是那把傘205。小孩的祈禱幫助母親找
回失物，也印證上帝大小事都關心。
(4)祈禱得救援
＜囝仔得著救＞Gín-ná Tit-tio̍h kiù 倪先生十幾歲時帶表弟去海邊玩，沒有注
意到正在漲潮，陷入險境退無可退，眼看就要滅頂。他自己內心十分恐懼，但裝
作鎮靜免得表弟害怕，就掩面流淚禱告，求上帝救他們脫離危險。他剛禱告完就
聽到伯父呼喚他的聲音，兩人安全逃生。206
5.兒童的罪與除罪的方法
(1)說謊
＜李誠美講白賊＞Lí Sêng-bí kóng Pe̍h chha̍t，12 歲的女孩李誠美，父母都是
熱心的教友，凡事照良心，也教孩子當如此行。有天母親急著外出買地瓜，吩咐
李誠美不可外出，好好看家，免得竊賊進門。母親走後，過不久李誠美覺得無聊
就開始翻箱倒櫃，她在碗櫥的白鐵盒裡發現幾塊餅乾，良心提醒她不可偷吃，撒
旦慫恿她滿足口慾，她聽從魔鬼的聲音。她外出該跟小朋友玩，良心提醒她記得
媽媽的叮嚀，撒旦邀她繼續玩。母親回家後很疲憊，要誠美幫她泡一壺茶，再拿
出餅乾配著吃。良心提醒她跟媽媽說實話，撒旦教她欺騙母親。誠美跟媽媽說餅
乾被小貓偷吃掉了，媽媽問她既是小貓偷吃的，那為何她要臉紅，誠美受良心譴
責後認錯，媽媽也寬恕了她207。
(2)忘恩
＜柏莉毋認老母＞Pe̍k-le̍K M̄ Jīn Lāu-bú 英國某城大火，所有人都在逃命。
有一個母親衝入火場救出女兒柏莉，母親被火灼傷容貌醜陋，所幸保住一命。柏
莉入學了，母親在柏莉放學時入內參觀，她卻背對著母親不敢看。當同學認出那
是柏莉的母親時提醒她，她卻堅決否認。柏莉回到家，進了房間，母親告訴她毀
208

容的原因，但柏莉不願聽，母親心酸地退出房去 。這是一則前置型證道故事，
以此比喻耶穌為人死，人們對待耶穌的態度有時正如故事中忘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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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偷竊
＜悖逆的子偷老父＞Pōe-ge̍k ê Kiáⁿ Thau Lāu-pē 財主的兒子交到壞朋友，有
三年之久都和同類在一起，離家遠遠。有天想起家中有很多值錢的東西，就回家
偷竊，先躲在自己房間的床下等機會，忽然聽見父親進門來，在房間裡走來走去
嘆息，接著跪在床邊為他禱告﹕「父啊﹗可憐我的仔，祢知我怎樣疼伊，此三年
的中間，我毋一暝無來迦為伊祈禱，求祢冓再憐憫伊，揣伊倒來家裡。所求因為
主耶穌的功勞。」209孩子發現父親依舊愛他，心受感動，不好意思偷東西，回去
賊窩。他喝酒放蕩但不再平安，不時想起父親的禱告，最後決定回到家中請父親
寬恕，從此改邪歸正。
(4)犯罪
＜高麗的少年人＞Ko-lê ê Sìau-liân Lâng 高麗的國法未成年者犯罪，當事人
要被放逐出國，由父親代替受罰。少年人逃到澳門，聽到父親被拘捕待刑，他愛
父之心難忍，回國自願受死罪，法官嘉勉他的作為，赦免其罪210。
(5)除罪的方法
＜怎樣洗鏡＞Cháiⁿ- ūⁿ Sóe Kiàⁿ 某太太教小姑娘清潔鏡面的方法，拿粉撒在
鏡面的汙點上遮掩，不但不好看，汙點依舊在，應當拿海絨沾水擦拭才能在清除。
以此說明不要隱藏罪過，唯有誠實向耶穌認罪才能被祂的血洗淨白如雪。小姑娘
了悟所言，以後學做誠實人211。
除罪是基督信仰的重要課題，前面幾例說明生長在敬虔家庭的孩子一樣會犯
罪，良好的教育無法根本解決人類的罪性，除罪的唯一方法就是向耶穌認罪。兒
童比大人純真，有時像天使般可愛，但他們依然是罪人，只是犯罪的手法、情節
與大人令人髮指的程度相比顯得較輕微，只能算是相對純潔的罪人。
6.兒童與死亡
(1)病死的兒童
＜破病的囝仔責備父母＞Phòa-piⁿ ê Gín -ná Chek-pī Pē-bú 某財主常常聽道理
可惜都不信，也不肯小孩親近信徒。小孩罹患肺癆很久，快要死了，全家人很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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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但是隱瞞孩子，也不准別人在孩子面前提起。父母裝作很高興，用各種辦法
增加孩子的精神。死期已經到了，無法再瞞，生病的孩子看見大家圍在他床邊流
淚，不知什麼意思，大聲地問﹕「您哭啥事？」他們靜默不語。孩子看情形知道
自已病危，死已經來了。他馬上問﹕「我會死嗎？」他們依舊沉默，孩子大哭說﹕
「我滅亡啦，我滅亡啦！毋知得救的路，我真驚啊！我慘啦！慘啦！」轉過頭指
著父母說﹕「爸啊！母啊！我昧得著救就死，您兩人的大罪，我逐擺都都欲去禮
拜，您就打我，我因為驚打檔昧調，所以毋敢去。」212說完立刻歸陰間了。文末
勸告做父親的疼愛兒女，不要自己不接受信仰，還做了束縛兒女的繩索，得救之
路的絆腳石。
基督信仰認為靈魂滅亡是最悲慘的結局，有時將這等苦難加諸在兒童身上的，
正是疼愛他們的父母。
(2)夢見天堂的孩子
＜夢見入天堂＞Bāng-kìⁿ Jip Thian-tông 某早晨女孩告訴母親，昨晚夢見自己
已經死了，死後進了天堂，見到前所未見，聽到前所未聞的事情。她最先見到主
日學老師，老師在天堂很久，認識很多人。她又見到《聖經》人物保羅、雅各、
亞伯拉罕和一切先知。在天堂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穌，不用別人介紹她一眼就認
出祂來，因為她是耶穌的小羊，耶穌曾為她捨命。213
因肺癆死亡的孩子和夢見進天堂的女孩是一個對比，兩個孩子一個被父母阻
止懷著絕望，在驚恐中死亡﹔另一個孩子懷著進天堂的喜悅與父母討論死後的世
界。
從上述篇目中的兒童分佈在南非、高麗、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和荷蘭來
看，編輯者有意藉此形塑讀者的國際視野，發展讀者的普世觀。統整文本中兒童
的形象，《德育的故事》(卷一)所描繪的兒童有血有肉，並非完美無瑕的天使。
兒童有純真美好的品德，能發揮顯著的影響力，也有相當負面的行為態度，辜負
親恩或是觸犯國法。文本關注兒童現實生活的處境，用寫實的手法刻劃出兒童遭
受霸凌、失親、失學、貧困、疾病、改宗時父母阻攔的痛苦，而基督信仰始終是
兒童生命成長的養份，品格顯發的基礎，逆境突圍的力量，永恆幸福的保障，這
是全書不斷強調的重點。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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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訊息
《新聞的雜錄》Sin-bûn ê cha̍p-lio̍k 之名最早見於 1885 年 8 月的書訊，但當
時只有第 2-7 本，沒有第 1 本。1924、1925、1926 年《臺灣教會公報》將《新聞
的雜錄》列入書訊書目，並未標註第幾本。現存《新聞的雜錄》Sin-bûn ê
cha̍p-lio̍k，1915 年閩南聖教書局出版(版權頁見附錄圖 18)，譯作者不詳，有 24
篇，共 111 頁214。
本書匯集歐、美、亞洲各國證道故事、一則伊索寓言以及一篇孤身持槍深入
洞穴獵殺野狼的英雄事蹟。從證道故事類型來看，內蘊經文教義的獨立型和先說
故事後綴經文義理的前置型還是佔大多數，獨立型有 13 篇，前置型 7 篇，置中
型 1 篇，後置型 1 篇，非證道故事 2 篇（全書目錄與摘要詳見附錄表 7）。
證道故事有的是真人實事，有的屬於虛構，其中＜論魔鬼迷惑人的事＞Lūn
Mô͘ -kúi bê -hek Lâng ê Sū 翻譯改寫自魯益師的《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215，魔鬼們輪番上陣在鬼王面前誇耀自己的技倆，它們誘使信徒合理化各
種藉口放棄出席主日禮拜，逐漸遠離正道。魔鬼的原型散見於《聖經》中的《創
世紀》、《約伯記》、《啟示錄》。魯益師以生動活潑、獨樹一幟的敘事手法塑造魔
鬼詭譎多變、知性的形象，頗有文學價值。由於譯改者未註明本篇來歷，不利於
讀者按圖索驥，對原著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
《新聞的雜錄》以兒童作為主要人物的有 7 篇。只有＜得穿耶穌的義＞Tio̍h
chhēng Ia-so͘ ê Gī 以一群英國童工為對象，其他 6 篇都以女童為主要人物，＜查
某囝替老爸祈禱＞Cha-bó kiáⁿ thòe Lāu-pē kî-tó﹔＜囝仔誠實祈禱＞ Gín-ná
Sêng-sit kî-tó﹔＜家己囥伊的毋對昧得著福氣＞Ka-kī khng i ê m̄ tio̍h bōe tit-tio̍h
Hoh-khì﹔＜上帝有聽人祈禱抑無？＞Siōng-tè ū thiaⁿ Lâng kî-tó, á bô？﹔＜囝仔
會喬光＞Gín-ná ōe chhiō kng﹔＜囝仔獻身軀做活的祭＞Gín-ná hiàn Seng-khu
chòe oa̍h ê Chè，女童的敘事足足佔了本書的四分之一。以上 7 篇著墨於兒童的
影響力、兒童的罪與罰和兒童的苦難，分述如下﹕
(二)兒童相關敘事
1.兒童的影響力
以下三篇分別記述兒童對周遭的人產生個別性、連鎖性的影響，轉變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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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取向或是提高信仰實踐的程度。
＜查某囝替老爸祈禱＞敘述美國某鄉村五十年前有聖靈降臨，很多人重生信
主。有個九歲小女孩尤里亞深信耶穌曾經說過，讓小孩到祂那裡去，不要阻止他
們的道理。尤里亞的父親很兇惡，大人都認為他很難被感化信福音。尤里亞迫切
為父親禱告，其他人也來幫忙。她屢次邀請父親來禮拜，父親憤怒拒絕，她依然
繼續去禮拜。某天父親突然出現坐在禮拜堂聽講道，內心受感動而流淚，從此改
變信從基督。216
＜上帝有聽人祈禱，抑無？＞描寫 11 歲女孩去祖父母家問安，歸程獨自搭
火車，經過溪橋時火車差點翻覆落水，旅客們驚慌失措，女孩禱告求上帝保護她。
火車經過妥善處理後脫險，女孩見到久候的父親，彼此談論起遇險的事。父親不
信上帝，問女兒如何知道是上帝聽她所求呢？她說起她曾跟父親到樹林中，經過
窄窄的獨木橋，深恐掉下去，父親伸手牽她，她立刻感到平安，因為深知父親必
定照顧她。當她向上帝禱告完，心中立刻有平安，因此她相信自己已經蒙上帝照
顧，必能脫險。父親聽後心受感動流下眼淚，到家後跟女兒說，請上帝牽起我們
的手走一生的路。217
＜查某囝替老爸祈禱＞、＜上帝有聽人祈禱，抑無？＞屬於兒女帶領父母歸
信的敘述類型。兒童影響未信的家人歸信這類的敘事中，女兒與父親對應的敘事
模組特別多。女童作為社經地位的弱勢者，憑藉著信仰的力量影響未信的父親，
這兩篇中的父親一兇惡，一慈愛，共同之處都是對信仰懷疑抗拒。女童的思維與
態度所展現的是一種微弱又沉著的感染力，顯露柔而強的形象。
＜囝仔會喬光＞的題名取自詩歌中的一句歌詞，敘事結構是以散文為主體，
中間鑲嵌韻文。10 歲女孩罔飼家裡貧窮，她去幫傭刷鍋子，經常一面仔細刮鍋
垢，一面口裡唱著詩歌﹕「Iâ-so͘ kiò lán lâng, Chòe chin kng ê teng; Chhin-chhiūⁿ chi̍t
ki chek hé, Mî-sî chiò kng-bêng; Chit sè-kan sī o͘-àm, Ná chhin-chhiūⁿ o͘-ba̍k; Lán tio̍h
chhiō i kng, Chi̍t lâng chi̍t kak.」歌詞大意是說，世界黑暗如墨，耶穌要每個人像
一盞很亮的燈，在自己的角落為主發光，就像一枝燭火在夜晚中放光明。負責烹
飪的碧姑受她影響用心煎牛肉，珠娟讚美牛肉香時，碧姑提到學罔飼如何為主發
光。珠娟為吳姑娘燙衣服，吳姑娘誇讚她燙得整齊美觀，珠娟也說她學著罔飼為
主發光。吳姑娘帶朋友去祈禱會，她們也學罔飼在教會為主發光，牧師欣喜她們
的參與，因為她們正好能在唱詩時起音。吳姑娘回家後為母親繡鞋子，母親很歡
喜，吳姑娘提起自己這麼做是受罔飼的影響。當教會執事來向吳姑娘的母親收宣
教奉獻時，母親想起罔飼為主發光，心受感動就增加奉獻到 25 塊錢。有兩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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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談話，一位數算罔飼今天奉獻 25 塊錢，另一位不以為然，因為罔飼並沒有
奉獻任何金錢。第一位天使認為罔飼為主發光帶出連鎖效應，最後促成 25 塊錢
奉獻，她是啟動者，所以那 25 塊可以算是她的奉獻。218
2.兒童的罪與罰
＜囝仔誠實祈禱＞小女孩生重病，痊癒後和母親外出散步，回程時告訴母親
昨晚禱告的事。雖然之前也禱告，但昨晚睡不著，想起自己曾犯許多錯，是個壞
孩子。她開始數算自己的過犯，竟然屬不清，心想如果上帝在生病期間召她去，
她恐怕上不了天堂。她想起耶穌為洗清世人的罪而來，就下床跪地禱告，請求上
帝赦免她一切的罪，禱告完心平安，一下子就睡著，不怕上帝了。219
＜家己囥伊的毋對昧得著福氣＞讀女學二年級的小女孩玉阿，父是母敬虔信
主的人。每周六媽媽會給孩子們零用錢，吩咐他們謹慎使用，但玉阿一拿到錢很
快就花完。六年級班的唐先生要調職，同學提議集資買禮物送老師，玉阿沒錢回
家跟媽媽要，被媽媽拒絕。玉阿怕面子掛不住，趁家人不注意偷了桌上的錢，但
想起上帝的教訓，就把錢丟在灶頂。祖母詢問玉阿是否拿錢？她否認，睡覺前心
中不安，想起《聖經》記載說謊的人要被丟在天城外，她害怕萬一在睡著時死了
會下地獄，一直無法入眠。最後她熬不住內心的痛苦，向父母親、祖母認罪。家
人原諒她，但是也給她懲罰。母親不給她添新衣，父親也不再有買她喜愛的孩童
月報，原本可以收集完整的刊物缺了兩期。她將月報仔細收藏，長大後每次看到
不完整的收藏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為自己的罪憂愁，也為上帝當時的教訓感恩。
220

＜囝仔誠實祈禱＞、＜家己囥伊的毋對昧得著福氣＞這兩篇是從罪人的角度
描繪兒童的人性黑暗面。基督教信仰的人性觀認為亞當犯罪後，罪進入世界，後
裔都伏在罪的權勢底下，全人類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罪人。女童雖生長在敬虔的家
庭，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改變不了罪人的本質，唯有向上帝認罪，讓耶穌的血洗
淨，才能成為聖潔算是義人。
基督信仰為人類的終末提供一個極端對比的圖景，充滿無止境痛苦刑罰的地
獄和永遠光明快樂的天堂，進入天堂者必須先洗淨罪，成為聖潔。在《聖經》＜
啟示錄＞除罪成聖的具象化表徵就是脫去汙穢的衣服換上白袍，以下＜得穿耶穌
的義＞Tio̍h chhēng Ia-so͘ ê Gī 即以此為題材描寫一群兒童在有心人刻意安排下實
際體驗換穿白衣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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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穿耶穌的義＞英國有個洗衣業者請很多童工，童工每月所得的薪資很少。
老闆準備白衣給他們上工時穿，下工就換回原來的衣服。有一個富人經過那裏看
童工們衣衫襤褸、身體清瘦很可憐，就邀請他們星期四晚上到他家吃飯，但要求
他們要乾淨整潔。到了星期四，童工們跟老闆借白衣，帶著肥皂拼命洗去汙垢，
歡喜赴宴，不料下了西北雨，污漬濺滿衣服。富人見他們的模樣，不讓他們進去。
他們又去清洗污漬，但愈洗愈髒，還帶著水滴，富人仍說這樣不行。孩子們取了
白灰遮抹污垢，但富人形容他們的作法如紙包不住火。孩子們灰心失望打算回家
去，這時，富人拿出一大堆衣褲給他們換上，換好後趁熱一起享用豐盛的雞鴨魚
肉。最後，富人告訴他們，這麼做不是在捉弄他們，而是在教導他們道理，真正
了解到人不能靠自己洗清罪污，只有換上上帝稱為義的白衣才能進入天堂，享受
與上帝一同座席的福氣。221
3.兒童的苦難
＜囝仔獻身軀做活的祭＞本篇用第一人稱敘述。倫敦城有個女孩匆忙過街時
跌倒，敘述者「我」將她牽起，為她擦臉。女孩的父親早死，因家中貧苦沒鞋子
穿所以不敢上學。她的母親平常幫助一位瞎眼又貧窮的老婦人娜姑婆，近日母親
身體欠安，所以她代替母親去照顧老婦人。她替老婦人洗臉、打掃、鋪床，老婦
人稱讚女孩是耶穌差來的小天使。老婦人沒有早餐吃，教孩子去街上走走，她要
祈禱求上帝賜她食物，孩子聽話照做。
孩子遇到一個婦人叫她買酒，要給她 2 塊錢，她心中爭扎，因為信仰的緣故
禁酒，但是為了要給老婦人買早餐，她只好接受。得到 2 塊錢後，她立刻快跑過
街買食物，一不小心跌倒，被牽起來後趕緊去買食物。敘述者(孩子口稱的伯叔)
跟在她後面進店裡，她本來點一份麵包、牛油、木柴和炭火，伯叔請店主給她四
倍，女孩感激地說伯叔才是娜姑婆的天使。女孩在幾個月前真正與上帝相遇(重
生)，牧師給她一首詩，她歡喜到連夢中都在吟詩，詩的意思是獻上身體做活祭。
她貧窮沒有錢，就獻上自己照顧老婦人，心中歡喜平安。隨後伯叔也去探望娜姑
婆，見女孩衣服破爛，但她以自己身體都沒有傷為豪。伯叔讀《聖經》給他們聽，
一起禱告，給娜姑婆一些錢生活，擇期再來探訪。窮困的女孩完全實踐詩歌和經
文的主旨，不只聽道也行道。222
在正常的狀態下，未成年的兒童可以獲得生活的供應健康成長，能夠接受教
育儲備獨立生活的能力。童工的現象往往是貧窮、疾病、失親、失學共伴效應下
的結果，不但反映家庭已經陷入困境，也暴露社會救助功能的不彰，兒童只好提
早步入勞動市場。＜囝仔會喬光＞做廚工刷鍋子的罔飼、＜得穿耶穌的義＞英國
221

《新聞的雜錄》
，頁 107-111。

222

《新聞的雜錄》
，頁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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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業的童工們都是這類苦難兒童的寫照。＜囝仔獻身軀做活的祭＞的女童，貧
困的磨難並沒使她怨天尤人，反因著信仰的緣故激發她以身體當作活祭的想法，
獻上服務關懷的善行，實踐真正獻祭的意義。苦難中的兒童，沒有落入自卑自憐
扭曲的人格，反而活出光明善良的美德，正如老婦人所定義的孩童是「耶穌差來
的小天使」。
歸納《新聞的雜錄》兒童敘事可以發現幾個特點，第一、往往安排身份地位
較低、年齡幼小、受苦的孩童做為成人的楷模或是幫助者﹔第二、在未信者的家
庭，兒童的角色是引導父親歸信的關鍵人物﹔第三、在虔信者的家庭，兒童的角
色是需要悔改的罪人。關於第一和第二點的思維是源於《聖經》《詩篇》第 8 篇
2 節﹕「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
閉口無言」223上帝不但喜歡兒童，還喜歡使用弱小的兒童來彰顯祂的大能。第三
點出自《創世記》原罪觀，宗教外在的禮儀規範可以遺傳，但信仰的實質層面是
神人之間第一手、個別性的關係，所以每一代在上帝面前永遠都是第一代。每個
兒童不分家庭背景、父母是否信仰敬虔，基督徒的後裔在上帝眼中一樣都是罪人。
本書的三個特點，表達了基督教思想中三個重要的兒童觀。除此以外本書特別著
重女童敘事，對長期忽視女童身份地位的華人社會，編寫和推介這類文本背後少
不了扭轉傳統觀念的動機。
五、《訓蒙淺說》、《訓蒙淺說》(第二本)
《臺灣教會報》1913、1914 年書訊介紹《訓蒙淺說》(I)、
《訓蒙淺說》(II)

224

。

1924 年書訊記為《訓蒙淺說》(上)、《訓蒙淺說》(下)225。1925 年只出《訓蒙淺
說》(上)，
《訓蒙淺說》(下)沒再印226。1926 年情況相反，只推出《訓蒙淺說》(下)227。
現存版本有 1903 年版《訓蒙淺說》Hùn bông chhián soat228、無出版標記的綠皮
線裝版《訓蒙淺說》Hùn bông chhián soat229和 1911 年版《訓蒙淺說》(第二本）
Hùn bông chhián soat tē jī pún230(封面見附錄圖 10) 。以下分析比對三版本內容﹕
223

見《新標點和合本》
，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http://puli.twfc.org.tw/link(2019.05.31)

224

《臺灣教會報》
，1913 年 7 月，第 340 卷，頁 6﹔1914 年 11 月，第 356 卷，頁 4。

225

《臺灣教會報》
，1924 年 1 月，第 466 卷，頁 12-13。

226

《臺灣教會報》
，1925 年 1 月，第 478 卷，頁 14-15。

227

《臺灣教會報》1926 年 1 月，第 490 卷，頁 16 後，附錄頁 2。

228

＜臺灣白話字文獻館—白話字數位典藏＞《訓蒙淺說》1903 年版，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20.htm(2019.05.31)
229

《訓蒙淺說》
，年代、作者、出版不詳﹔詳見《臺灣典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4520213》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4/f9/15.html(2019.06.13)
230

＜臺灣白話字文獻館—白話字數位典藏＞《訓蒙淺說》，1911 年，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28.htm(2019.06.17)；＜臺語文記憶＞《訓蒙淺說》，19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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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蒙淺說》
1903 年版《訓蒙淺說》，作者不詳，由鼓浪嶼萃經堂印，共 44 頁，分成 30
課，有文學性文本 (故事、詩歌）
、知識性文本(說明文)和插圖。綠皮線裝版《訓
蒙淺說》Hùn bông chhián soat 年代不詳，作者也不詳，共 38 頁，分 30 課，無插
圖。兩個版本除了插圖外，可見的文字部份皆相同，依此推斷 1903 年版缺漏的
前十課應與無插圖版相同(兩版本的對照表詳見附錄表 10)。因無插圖版文字內容
完整，以下分析將引用該版本。
第一課＜論上帝創造萬物＞Lūn Siōng tē chhòng chō bān mih 本書的宇宙觀
以創造論為基礎，231選編的內容包括地球科學、世界文明、生物特性、中外信仰、
典範人物、常用器物、生活智慧。說明文、敘事文交錯運用，圖文並茂，富有知
識性、教育性（普遍教育性、宗教教育性)和趣味性，貼近兒童喜好新奇、變化
的閱讀心理。序文如下﹕
備辦這本冊，要緊的意思是要開囝仔的靈巧，先生毋通互學生連連讀真濟，
一日讀一課有夠額。讀了，先生得問意思，看囝仔有明無﹔冓得用尪仔圖。
冓一項，有時得提冊裡的物互學生看﹔譬如親像讀筆的代誌，得介（Kia̍h）
鉛筆、水筆、鐵筆，互尹看﹔揀採在讀船的代誌，放夏的時通揣伊去海墘
看見船，若用這號活動的法度，向望學生卡加進步知識﹔利益？-chāi 無
小可。
出版這一本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混合編輯的讀物，其目的是為了啟發兒童的心智。
出版者叮嚀教師(先生)不可貪多，一天一課就夠，教師可利用圖畫、實物、戶外
觀察和提問幫助學生認知，講究量少而質精的教學方式。
由於有的篇目是由說明文和敘述文混合使用，其中含故事性的篇章有＜鶴母
疼仔＞Ho̍h-bú thiàⁿ kiáⁿ、＜孟子的老母＞Bēng-chû ê lāu bú、＜囝仔的好樣＞
Gín-ná ê hó iūⁿ、＜論猴＞Lūn Kâu、＜囝仔的信＞Gin-ná ê sìn、＜蜘蛛絲救人＞
Ti-tu-si kiù lâng，分述如下﹕
＜鶴母疼仔＞講述母愛的偉大，築巢於高塔的母鶴遇到火災時，它犧牲自己
232

233

的生命以身護雛 。＜孟子的老母＞就是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 ＜論猴＞先
以說明文談到猴子的種類和特性，然後敘述一則猴子愛模仿人的故事。猴子趁賣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917(2019.06.17)
231

《訓蒙淺說》，不詳出版，頁 1-2。

232

同上，頁 7-8。

233

同上，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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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的人休息時偷走了所有的帽子，不管他多麼憤怒叫罵都無法讓樹上的猴子歸
還，只惹得猴子有樣學樣。最後他氣極敗壞將頭上的帽子扔在地上，猴子立刻照
做，帽子紛紛落下，賣帽子的人趕緊收拾離開。賣帽子的人與猴子趣味的互動，
說明自身行為和周遭的人、事、物起對應反射作用234。＜蜘蛛絲救人＞說的是有
位牧師躲避追捕，蜘蛛十分迅速地在他經過的地方結網，追捕的人隨後來到，看
一會兒就離去，他們認為不可能有人在那裏，因為若有人經過，蜘蛛網不可能保
持完整，牧師因此躲過一劫。235
＜囝仔的好樣＞、＜囝仔的信＞樹立具備信心、機智、果斷、忍耐美德的兒
童典範。＜囝仔的好樣＞述說荷蘭某些地區低於海平面，堤防的兼顧與否關乎當
地居民的生命財產。有個小孩放學後發現堤防有小隙縫正在滲水，他想起父親平
日叮嚀護堤的重要，本想回家通知父親，但是離家很遠，他考量往返間可能會錯
失時機，於是立即用手堵住破口。那地偏僻，罕有人經過，他整夜護堤，直到了
天亮才被人發現，作莊稼的人趕緊填土補強。孩子的機警、堅忍幫助當地居民脫
離災害。236
＜囝仔的信＞描寫未滿 6 歲的小孩見母親哭泣，問母親為何傷心？方得知父
親已經參戰死亡，又因付不出租金遭房東驅逐，生活陷入絕境。孩子進入房內向
上帝祈求，禱告完滿懷信心地告訴母親上帝會眷顧他們母子，請母親不要憂悶。
果然，有人提供免費的居所給他們安身237。孩子遭逢家庭巨變，用信心來面對，
成為母親患難中的安慰者。兩個孩子沒有特殊的才能，都是平凡的個體，卻以單
純的信念和行動，在關鍵時刻扮演逆轉家庭和社會危機的救難小天使。
以上各篇只有 2 篇＜囝仔的信＞、＜蜘蛛絲救人＞屬於前置型證道故事，另
4 篇只是一般的故事。
(二)《訓蒙淺說》(第二本）
1911 年《訓蒙淺說》(第二本）Hùn bông chhián soat tē jī pún，由閩南聖教書
局出版，作者不詳，共 83 頁，分 30 課，有插圖，內含知識性和文學性讀物，介
紹海陸生物、城市古蹟、工藝製程，還有幾則故事和喻言，概述如下﹕
1.＜惡有善報＞

234

同上，頁 34-35。

235

同上，頁 35-37。

236
237

《訓蒙淺說》，不詳出版，頁 13-14。
同上，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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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惡有善報＞Ok iú sián pò，敘述兒童放下報復的念頭，依循《聖經》
教訓處理同儕關係。兩個小孩賜阿、來阿原本打算去放風箏，但想起平時欺負他
們的同學健阿，坐在井邊計劃抓健阿來打。祖母見他們面露憂悶，提醒他們天父
的孩子要籌謀對人有益處的事，才能得上帝喜悅，兩人聽後心中不安，放棄報復
的念頭。不久，兩人看見健阿在哭，因為他丟失買醬油的錢，若空手回去會挨父
親責打。兩個孩子幫忙尋找，不足的部份拿自己的零用錢補上。健阿心生感激，
從此改變所行，常找機會向他們示好。祖母讚許兩孩子是天父的好孩子，遵行「愛
你的仇敵」的教訓。238
2.＜名無合＞
＜名無合＞Miâ bô ha̍p 女孩領洗禮時被命名為「吞忍」Thun-lún，長大卻暴
躁易怒。父母叫她驢阿，哥哥叫她馬阿。她不解為何家人不叫她的本名，母親告
訴她原因，於是她努力改變自己，學習控制情緒，名符其實後，母親歡喜用本名
叫她。239
3.＜求福氣＞
＜求福氣＞Kiû Hok-khi 先論說得福氣的好方法「就是得疼別人咖過頭疼家
己」關愛別人比愛自己多一點點。然後敘述兒童因身體意外傷殘，心態大為轉折
的故事。美莉原本乖巧可愛得人疼，某天和同學玩盪鞦韆骨折，久久不能起床、
不能動。她性情大變，埋怨自己沒福氣，連連挑剔，自己心不快樂也累及全家失
去平安。三阿姨來探望她，告訴她鄰居有一位跛腳的女孩比她嚴重，但女孩總是
想辦法幫助人，很受人歡迎。美莉學習那跛腳的女孩，體貼別人的需要，從此她
的房間像個小天堂。敘述者點出「福氣，艱苦，咖濟毋是對外面得著，是對內心
出」福樂不是由境遇決定而是心態。240
4.＜金城抵搭落＞
＜金城抵搭落＞Kim-siâⁿ tí tah-lo̍h 述說一個夢境，敘事者夢見兩個失去雙親
的小孩，哥哥叫天賜，妹妹名淑德，他們跟老伯父過活，但不被疼愛。有天老伯
父嫌棄他們，將他們趕出去。兩個孩子憂悶無助，跑到溪邊坐著。忽然有一個老
人拿信給他們，說是王寄給他們的，邀請他們去王的城同住。王城在對岸山頂上，
城門和城牆都是金色的。老人帶他們到溪邊，要他們順流漂過去。他們起先很猶
豫，後來下定決心，那溪水沒多深，沒多久就到對岸。孩子的衣衫被河水潔淨，
238

《訓蒙淺說》(第二本），頁 1-3。

239

《訓蒙淺說》(第二本），頁 8-11。

240

同上，頁 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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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守門天使的檢查，被帶去見王，王看見就歡喜，疼愛他們，讓他們住在福地，
永享平安快樂。241
＜金城抵搭落＞將福音信息具象化，耶穌基督是生命的活水，祂的血洗去人
的罪，成為聖潔後，人才能進入天堂與上帝同在。本文模仿《天路歷程》的敘事
手法，安排夢境、過河、進金城類似的情節和場景，創造一則孩童版的《天路歷
程》。
5.＜印度國的故事＞
＜印度國的故事＞Ìn-tō͘-kok ê kò͘-sū 講述印度國有一人在森林裡看見老虎被
關在圈裡，老虎苦苦哀求那人大發好心放了它，那人躊躇不定，但心一軟就放了
老虎。不料，老虎一出來立刻要吞吃那人，那人責怪老虎不應如此回報救命恩人，
老虎則稱吃人是獸性的本然。兩造爭辯，一隻野狗正好經過，受託作他們的仲裁。
野狗聽完後，假意要深入調查當時情形，請老虎重演一次受困的經過，待老虎回
到圈裡，野狗立刻上鎖。野狗回頭告誡那人真是莽撞，真是奇怪，怎會以義待此
惡獸。242
＜印度國的故事＞與 1929 年《益智錄》（卷二），第四則故事＜巴仁阿瑪教
的人，虎與狼＞Pá-Jíⁿ-A-Má Kàū ê Lâng，Hó͘- -kap Lông 是同一個故事類型，後
者人物大幅擴充，發展成五個評判者﹕老芒果樹、牛、鷹、鱷魚、小狼，情節和
對話更為繁複細膩。
6.＜𠢕講究所看＞
＜𠢕講究所看＞Gâu káng-kiù só͘ khòaⁿ 是一則觀察入微，根據線索做出準確
判斷的推理故事。有個土耳其的聖人單身行遊，有時跪下祈禱。某日他來到曠野，
恰巧遇到一群經商的人。有一人急著找尋一隻駱駝，問起聖人是否看見？聖人從
草叢的高低變化、蒼蠅和螞蟻的動靜、地上有無腳印來判斷，告訴商人駱駝只是
迷路而已，沒被人偷走，而且那隻駱駝瞎了一隻眼，前面缺一隻牙，一邊馱麥一
邊馱蜜。事情正如他所料，商人果然在不遠處找回駱駝。243
7.＜迷蝶的譬喻＞
＜迷蝶的譬喻＞Bé-ia̍h ê phì-jū(I）(插圖見附錄圖 10-1)、(II)是一則生態喻言，
241
242
243

同上，頁 59-62。
《訓蒙淺說》(第二本），頁 20-22。
同上，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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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稱全知觀點，以擬人化的手法敘述迷蝶的生態變化，寄寓人類的死亡現
象。
一隻迷蝶在高麗菜上產卵，臨死前請託青色、溫柔、好心的蟲當孩子的保姆。
它叮嚀青蟲，孩子出生時不要給它們吃粗糧，要給它們喝露水、吃蜜，還要教它
們學飛，迷蝶願以翅裡的金粉當工資。青蟲還來不急做出任何回應，迷蝶就死了。
善良的青蟲徹夜未眠盡心護卵，天亮時身體疲倦心茫然，思量一番後想找更有智
識的活物商量辦法。青蟲看到狗和貓，怕狗尾一搖就會損傷卵，至於貓平素不愛
搭理人，可能不當一回事，後來想到田埂邊麥地裡的播稻阿(po͘ -tiuh-á﹕布穀
鳥)。
布穀鳥探聽消息後告訴青蟲，卵生出後要吃高麗菜，青蟲自己將變成迷蝶。
青蟲原先認為布穀鳥所說不合理，又以自己未曾見過這樣的事，就認為布穀鳥驕
傲，故意侮慢它，生氣不信。不久卵裡孵出十幾條小蟲，爬來爬去吃著高麗菜葉，
青蟲見狀也就相信自己即將化蝶。當青蟲將未來的事告訴其他同伴，同伴當它發
狂自戀。它化蝶臨死前說「我一世人有見真濟奇怪的代誌，今後來所欲來的事，
我攏無掛慮，欲安心信。」244
青蟲象徵人類，布穀鳥代表來自天上的使者，告知人類的生命也將經歷死亡
的變化，進入另一種飛翔的境地。兩者的生命視野有巨大的差距，先知先覺者如
布穀鳥常遭羞辱奚落。全文主旨在於眼見不足以為憑，有些事要以信心接受。青
蟲說它一生所見奇怪的事真多，有很深的諷刺意味，暗諷人類面對無垠的宇宙，
窮其一生所見不過像那一條青蟲，卻仍以為自己見識廣博。＜迷蝶的譬喻＞用貼
近兒童語言的對話，藉著昆蟲的生命變化和鳥類的互動，探討人類死亡和信心的
意義，生動活潑，寓意深邃。
8.＜賊改變的事＞
＜賊改變的事＞Chha̍t kóe-pìⁿ ê sū 在英國有一位牧師到遠方傳道，他騎著馬
回家，馬鞍兩側裝著書。天色已晚，經過盜賊常出沒之處，但他毫不懼怕，也不
帶槍械，平靜安穩地吟唱詩歌。搶匪突然揪住馬韁威脅他，若不交出銀錢就要殺
死他。牧師拿出錢來笑著給他，告訴他僅有這些。他不信，搶來看，然後翻馬鞍
兩側的袋子，真的只有書。他罵了牧師一句就要走，但牧師叫住他說﹕「朋友啊！
慢著去啦 ﹗我有一句話欲佮你講啦﹗」245賊覺得奇怪就停腳，牧師說﹕「朋友
啊！時那到你欲反悔棄邪歸正，係時你得記著耶穌的血洗除攏總的罪。」246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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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就走，但那句話刺入賊的心，好像常常在耳邊跟他說一樣。幾年後，牧師到一
大禮拜堂講道，遇到一個體面人，那人當面向牧師表達由衷的感謝，他就是當年
那個搶匪，已轉變成新造的人。本篇頗有戲劇性，一句忠告可以改變人生。作者
用簡潔的筆法刻劃出牧師勇敢的形象，在性命交關之際依舊泰然自若，忠心傳
道。
9.＜買魚毋免錢＞
＜買魚毋免錢＞Bóe hī m̄ bián chíⁿ 敘述倫敦的冬天有霜雪，窮人謀生不易，
賣東西的人也難銷售。有個賣魚的人沿街叫賣都沒人買，後來遇見一位牧師用兩
塊錢買下全部的魚，請他挑去送給人，沿路喊著﹕「買魚毋免錢，逐人通來提」。
247
那位牧師暗自跟在後面看，有的出來門口看，有的從窗戶探頭看，猜想賣魚的
瘋了，就譏諷他。有個婦人罵他，明知他們沒錢故意這樣說來弄吟(lāng-gīn﹕愚
弄、吊胃口)他們。一天過去，都沒人來拿魚。
次日，牧師與他同行。他再次喊著﹕「買魚毋免錢，逐人通來提」，牧師也
催促著大家快來拿，別懷疑。那些人看見他們所認識、尊敬的牧師才相信，魚很
快就分送完畢。那位罵人的婦人也來了，但是已經沒有剩下的。婦人生氣地說自
己不輸別人，別人也沒有比她好，為何不分給她？牧師問她為何不早點來？她說
自己起先不信。牧師告訴她，她得不到是因為不信的緣故。最後，牧師解釋這樣
做，是為了表明上帝的恩典是白白賞賜給人，但人要懂得把握時機。
＜買魚毋免錢＞演出一齣紙上行動劇，旨在呈現上帝的救恩是白白賞賜給人
的特性，人類若想獲得救恩，當用正確的方法和態度來回應。本文所形塑的牧師
仁慈慷慨又有智慧聰明，很有技巧地幫助賣魚人和貧窮人。他分兩次營造情境氛
圍，第一次尾隨，第二次才現身，先讓信徒體驗，再施以言教點明用意，達到傳
道、教育、助人的目標。
1891 年 11 月《臺灣府城教會報》第 78 卷，曾刊登同篇名的＜買魚毋免錢
＞，題旨相同但情節和人物略有差異，該篇側重正面範例的形塑，以天真的小女
孩作為焦點人物，她是第一個相信魚販的話，免費拿到兩條魚的人。
《訓蒙淺說》
＜買魚毋免錢＞沒有小女孩這個人物。兩篇同樣以婦人作為錯失良機的代表，但
《訓蒙淺說》利用尖銳的對話內容，將婦人強悍的性格表露出來，人物的形象較
鮮明。
10.＜憐憫的得著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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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的得著憐憫＞Lîn-bín ê,tit-tio̍h lîn-bín 描寫人和動物之間微妙的溫情，
很有戲劇性。從前羅馬國有一個奴隸名叫安羅格，他被主人毒打後逃跑入山。日
落後躲進一個大石洞，倒下要睡時忽然驚醒，看見一隻獅子站在門口，他嚇得發
顫無處閃避，以為必死無疑。獅子靜靜地站在洞口，模樣很乖。他慢慢靠近，發
現獅子有一隻腳腫起來流著血，走路一顛一跛，原來獅子的腳被一根大刺弄傷化
膿。他為獅子拔刺擠膿，獅子不再疼痛了，就用舌頭舔他的手，像是跟他道謝。
此後他們成為朝夕相隨的好友，外出時安羅格在前頭走，獅子就在後面跟。夜間
獅子睡在安羅格腳下，白天抓牲畜、飛鳥給安羅格吃。後來安羅格被兵抓去，按
羅馬法律，逃走的奴隸被抓到就要送進獅子坑。行刑那天很多人來圍觀，皇帝坐
在高處看。當閘門打開，獅子起先大展威風，看起來很兇猛，過一會卻搭在安羅
格身上，聞一聞，搖頭擺尾，舔他的手，不願意咬他。皇帝覺得奇怪，就招安羅
格來問。他訴說和那頭獅子相識的原委，皇帝聽了以後很高興，下令釋放安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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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羅格因憐愛動物為自己帶來死裡逃生的機會。
歸結以上所述可知《訓蒙淺說》和《訓蒙淺說》(第二本)，是以基督信仰的

創造論、生命觀、價值觀、道德觀為基礎，發展啟蒙教育的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與神學。兩書博採古往今來世界文明文化，描繪著人性的善良和邪惡，物種的特
性，生命的現象，或巨觀地球，或微觀昆蟲，當中交織著人類和上帝、人類與人
類、人類和自然萬物之間各種奇妙的互動。
《訓蒙淺說》有 2 篇前置型證道故事，＜囝仔的好樣＞敘述荷蘭少年護堤的
貢獻﹔＜囝仔的信＞描述 6 歲孩子出於信心的禱告，使家庭蒙恩福。非證道故事
有 4 篇，＜鶴母疼仔＞以鳥類為題材，講述母愛的偉大﹔＜蜘蛛絲救人＞說的蜘
蛛雖小卻有大用，能適時救人性命﹔＜論猴＞猴子如同人的鏡子，促人反思言
行﹔＜孟子的老母＞述說孟子的童年和孟母的智慧。
《訓蒙淺說》(第二本）有 4 篇獨立型證道故事，＜惡有善報＞孩童以善報
惡，實踐愛仇敵的教義﹔＜名無合＞女孩改變自我，名實相符﹔＜買魚毋免錢＞
強調單純的信心是蒙恩的關鍵﹔＜賊改變的事＞搶匪因信仰改變的生命故事。2
篇前置型＜印度國的故事＞點出助人、排難解紛得靠智慧﹔＜金城抵搭落＞描寫
孩童的《天路歷程》，受苦的兒童進入永福之地。1 篇置中型證道故事，＜求福
氣＞女孩在逆境中轉換態度，化痛苦為祝福。3 篇非證道故事，＜𠢕講究所看＞
演示邏輯推理科學驗證的方法﹔＜迷蝶的譬喻＞(I）、(II)以擬人化的生態喻言，
表達基督教死亡復活的教義﹔＜憐憫的得著憐憫＞受苦的奴隸因憐憫受傷的動
物最後得到自由的故事，各篇吻合《聖經》中重視聰明智慧、觀察思考、對人與
動物的憐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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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蒙淺說》、《訓蒙淺說》(第二本）都用淺語敘事法翻譯改寫古今中外的
故事和寓言，結合知識性、教育性、趣味性、宗教性，表現出崇尚生命教育、生
活智慧和培養道德靈性的啟蒙教育理念。
六、《幼稚課本》(第一本)
(一)出版訊息
《幼稚課本》(上)、(下)列於 1924、1925、1926 年白話字書目(雜冊)項，現
存的《幼稚課本》(第一本)IÙ -TĪ KHÒ -PÚN TĒ IT PÚN，是 1925 年出版，出版
有關的資料不詳249(封面見附錄圖 11)。1959 年的《幼稚課本》(第一本) 由臺灣
宣道社出版，編輯部說明該書依照閩南聖教書局的版本增修改訂250(封面內頁詳
見附錄圖 12)。比對前後兩個版本，證實後者因襲 1925 年版部份篇目(篇目對照
詳見附錄表 10)，因此可以確定 1925 年版出自閩南聖教書局。
1925 年版《幼稚課本》(第一本)共 21 課，一頁一課，有插圖、詩歌、念謠、
問答體、複合體(結合詩歌、說明文)以及敘述性的短文。全書表現當時基督教幼
稚教育的理念與課程內容，同時記錄了當時閩南地區有關娶親、生育、節慶、飲
食、貨幣的風俗習慣和文化特色。
(二)兒童相關敘事
敘事性短文有 8 篇如下﹕第五課＜論嬰仔滿月＞Lūn Eⁿ-á móa-ge̍k、第七課
＜論年尾＞Lūn nî-bé、第八課＜論正月＞Lūn chiaⁿ- ge̍k、第九課＜論讀冊＞Lūn
tha̍h-chheh、第十四課＜論相疼＞Lūn Saⁿ-thiàⁿ、第十五課＜論無貪心＞Lūn bô tam
sim、第十六課＜論老實＞Lūn Láu sit、第二十課＜論𨑨迌＞Lūn thit-thô。
1.＜論嬰仔滿月＞
迎接新生的手足是令孩童充滿悸動的時刻，第四課＜論嬰仔＞Lūn Eⁿ-á
móa-ge̍k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1)以問答體表述小女孩抱著剛出生的弟弟，看
著他晶亮的眼睛、烏黑的頭髮，油然而生疼愛之情。接著第五課＜論嬰仔滿月＞
以第一人稱描寫孩童參與小弟弟的滿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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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課本》(第一本)，1959 年版，臺灣宣道社。全書詳見﹕《臺灣白話字文獻

館》
，淡水中學白話字史料(修編)，http://pojbh.lib.ntnu.edu.tw/script/src-1578.htm(2019.06.15)
73

阮兜小弟阿，今阿日滿月，阿母穿新衫，插紅花。小弟佮我掛金鍊阿，穿
紅衫，大家真歡喜。阿爸買龜（ku﹕麵龜）佮雞卵，阿母刣 (thâi﹕殺)雞，
芡（chhèng﹕蒸與拌）油飯。阿母叫我筦（kōaⁿ﹕提）去送俺公，俺嬤，
佮攏總的親人，互尹大家相佮歡喜，小弟阿滿月。
我真疼我的小弟，摁望伊緊緊大漢，通相佮𨑨迌。251
在華人傳統的慶生文化中，紅色是喜氣的代表色，逢喜事便穿紅衣戴紅花，
金項鍊象徵富貴連環，以麵製成龜取其長壽之意，圓滿的雞蛋(通常染成紅蛋)意
味著代代相傳，生生不息，以上事物聚合了祝福新生兒富貴、長壽、圓滿、後裔
綿延的心意。父母殺雞、做油飯餽贈親友，答謝親友送新生兒金飾、衣物。在歡
喜慶滿月的活動中，孩子被賦予傳報喜訊、感恩回禮的差事，學習做父母的小幫
手。末句點出孩子最單純的願望，期盼弟弟快快長大，可以一起玩耍。
2.＜論年尾＞
第七課＜論年尾＞Lūn nî-bé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2)以第一人稱敘事﹕
真歡喜年尾暝。 大家炊粿，辦桌，真鬧熱，呷雞，呷鴨，呷肉糜，冓嚫
(chhńg)瓜籽，真趣味。呷飽阿爸，阿母送銀角。我想欲買一角銀炮，通放，
乒蹦，乒蹦。也一角欲買娞娞的尪仔。明阿載，我加一歲，今來去睏，安
眠聽候天光。252
年夜飯是華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團圓聚餐，大家忙著蒸年糕，辦筵席。孩子們
最開心，可以享受美食，啃瓜籽，領壓歲錢。當時「一角」錢可以買到銀炮和漂
亮的玩偶，二十世紀初的物價和幣值與今日有明顯的差距。
3.＜論正月＞
第八課＜論正月＞Lūn chiaⁿ- ge̍k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3)以第一人稱敘
事﹕
正月天光聽炮聲，乒蹦，乒蹦，趕緊起來換新衫，恭喜阿爸阿母，呷飽阿
兄牽小弟，去俺嬤尹兜(tau﹕家)，佮尹恭喜。
俺嬤問我講﹕「你今阿日有幾歲？」我講﹕「我今阿日七歲。」 俺嬤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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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七歲，真大漢，得真乖，毋通愛冤家，歹啐斗，毋通愛嚎，得笑怡怡，
做天父乖乖的細仔。」253
過了除夕夜到大年初一就增加一歲，是華人傳統文化記算年齡的的方式。晚
輩先向長輩拜年是重要的禮俗，小兄弟一起去向祖母拜年。祖母吩咐 7 歲的孫子，
不要愛吵架，不可挑嘴，不要愛哭，要微笑，得做天父的乖小孩，也就是從人際
關係、飲食習慣、情緒管理、信仰實踐四方面做機會教育。
4.＜論讀冊＞
第九課＜論讀冊＞Lūn tha̍h-chheh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4)先以第一人稱
敘事，中間變奏為第二人稱，再回到第一人稱﹕
今阿日，我有牽小妹去讀幼稚園，小妹真乖，攏無嚎。先生謳嘍伊𠢕 (gâu )
吟詩，伊會曉吟﹕「我做耶穌的仔兒」是誰教伊？是我教伊。你真好的兄。
小妹有穿珠阿，也有讀人（人用漢字書寫)就是郎，也有行左右，總是行
左右的時，伊隊昧得，因為真細漢。254
哥哥帶妹妹上幼稚園，讀漢字書、穿珠子、唱聖詩、學排隊，這是當時基督
教幼稚園課程的部份內容。文中插入「是誰教伊？是我教伊。你真好的兄。」出
現第二人稱敘事者與孩子的對話，對小哥哥帶妹妹上學、教妹妹唱兒童聖詩的行
為給予讚許，期許較年長的兒童在信仰和學習活動上協助較年幼者。
5.＜論相疼＞
第十四課＜論相疼＞Lūn Saⁿ-thiàⁿ (原文見附錄圖 11-5)，本課無插圖，以第
三人稱敘事﹕
金福考冊頭名，姑娘一仙尪仔賞伊。伊緊緊倒去伊兜互老母，佮小弟看。
老母講﹕「你真好命，你有佮姑娘叫多謝抑無？」金福講﹕「毋知有抑無，
目晭直直看尪仔，驚了昧記得。」小弟看尪仔真愛抱，金福真乖，講“小
弟，你來佮我坐門庭，我就互你抱。”老母看見真歡喜，講，“金福真乖，
255

𠢕相疼”

臺閩地區稱來華未婚女傳教士為「姑娘」。金福考試第一名，姑娘送她一個
253
254
255

同上，頁 8。
《幼稚課本》(第一本)，頁 9。
同上，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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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偶，母親問起是否有說感謝的話，她直盯著禮物，不確定是否說了。弟弟也想
抱玩偶，她要求小弟和她一起坐在門庭才給他抱。母親誇獎她真乖，懂得友愛弟
弟。文中以直白的對話描寫出孩子收到禮物時喜出望外，與手足分享時小心奕奕
的神態，生動有趣。
6.＜論無貪心＞
第十五課＜論無貪心＞Lūn bô tam sim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6) 以第三
人稱敘事﹕
今阿日是茂盛的生日，俺嬤送伊大粒梨阿，茂盛真歡喜，坐門庭直直看，
想欲攏總家己呷，看小弟，小妹的目晭金金看伊，就知尹也愛，就提去叫
老母切，三個囝仔相佮坐，相佮呷，真歡喜，茂盛咖大牒(tè﹕塊)，因為
是伊的生日。256
＜論相疼＞寫孩子與手足分享玩偶，＜論無貪心＞再敘分享的美德。茂盛本
可獨享生日禮物，見到弟弟妹妹也想吃的眼神，就請母親將水梨切片分享，茂盛
是壽星所以得到大塊的，文中傳達的是合情合理的分享概念。
7.＜論老實＞
第十六課＜論老實＞Lūn Láu sit (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7)以第三人稱敘
事﹕
有一個老母坐交椅都阿備（peb﹕剝)一粒柑欲呷﹔門口有人叫伊，柑下桌
頂，就出去。冓來的時，找無柑，老母真奇怪。看土腳無，叫幾那人鬥找，
也是找無。得找的時，伊的細漢囝仔入來講﹕「阿母啊，你的柑是我呷。」
大家大聲笑，囝仔的臉真紅，老母謳嘍伊老實。257
孩子在大家面前承認偷吃了母親放在桌上的柑橘，大家哄堂而笑，孩子瞬間
臉紅，母親誇獎他誠實，以正面的態度增強孩子的行為。繼友愛、分享的主題後
誠實是《幼稚教育》強調的品格教育重點。
8.＜論𨑨迌＞
第二十課＜論𨑨迌＞Lūn thit-thô(原文及插圖見附錄圖 11-8) 以第三人稱敘
256
257

《幼稚課本》(第一本)，頁 15。
同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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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來門口𨑨迌，來相佮辦公伙阿，你撿竹箸，柴碗，我撿烘爐、鼎，灶，也
得簸沙，撿石頭阿來起灶腳。灶腳起好，碗、箸、鼎、灶也便，你得挽草
做菜，我簸沙煮飯，煮熟啦，真好呷，我一啐，你一啐，呷飽啦，洗碗箸。
258

玩遊戲是孩子學習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遊戲中可以增進溝通表達技巧，提升
隨機應變的能力，發展團隊合作的精神，逐步邁向社會化。孩子們在家門口拾取
沙、石、竹、柴、草等扮家家酒的材料，發揮想像力埋鍋做飯。飽餐一頓後收拾
碗筷，完成烹飪用餐的流程，孩子在「假裝」的遊戲中獲得樂趣和成就感。
以上 8 篇短文，6 篇屬於非證道故事，只有＜論正月＞、＜論讀冊＞2 篇屬
於獨立型的證道故。綜觀《幼稚課本》(第一本)圖文並置，文體及敘事手法多元，
內容題材豐富，用語淺白生動。全書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從生長在本土基督教家
庭中的兒童視角描寫天氣、昆蟲、鳥類等自然現象﹔結婚、生子、滿月的人生禮
俗﹔吃年夜飯、過新年的歲時節慶﹔記述玩家家酒遊戲的樂趣﹔學習用零錢選購
衛生食品﹔兄弟姊妹之間的友愛﹔親子與家族長輩之間溫馨的互動﹔幼稚園的
學習活動，以及認識上帝、祈禱、做禮拜的態度和注意事項。
《幼稚課本》(第一
本)反映基督教來華後，在華人閩南文化語境中積極扎根的企圖心，所推展的是
重視兒童遊戲心理、生活與倫理、本土文化風俗和基督信仰結合的幼稚教育。

小結
從晚清以降，證道故事與其他文類並列於於報刊和文集中。全為敘事體，且
以證道故事為主體的文集有朱約安和文安合譯《十個故事》、朱約安譯的《有求
必應》、不詳譯作者的《新聞的雜錄》和《德育的故事》(卷一)。文體多元，混
合知識性、文學性、論述性的文集有《天路指南 —對死入活》(下卷)、《訓蒙淺
說》、《訓蒙淺說》(第二本)、《幼稚課本》(第一本)，這幾本也是不詳譯作者。
《幼稚課本》(第一本)、《訓蒙淺說》(上) (下)、《十個故事》以兒童讀者為
目標，其他文集的目標讀者混雜不一。每一本文集都有兒童敘事，兒童的苦難備
受關注，兒童的罪性被揭露，多數的兒童富有靈性美德，嚮往並且在生活中實踐
信仰教訓，有的兒童因此產生改變成人生命意向的影響力。
本章討論的文集，其取材選編、譯介手法是以基督教思想為底蘊朝多元化、
258

《幼稚課本》(第一本)，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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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本土化的方向發展。經過統計，不論是晚清時期報載的證道故事，或晚
清以後文集中收錄的證道故事，都可以看到一個普遍的現象﹕故事先行的前置型
佔作多數，一體成形內蘊教義的獨立型居次，故事鑲嵌在教訓意義中間的置中型
第三，先示教訓意義後說故事的後置型最少（統計表詳見附錄表 9）。前置型證
道故事的應用最為廣泛，譯作者們彷彿有共同的默契，多以故事當做打開讀者心
門的鑰匙，為隨之而來的信仰教義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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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白話字寓言故事

寓言篇幅短小但意蘊雋永，有文學性、趣味性、教育性259，是老少咸宜的文
學體裁。由於寓言的精緻、實用的特性260經常被納入兒童啟蒙讀物或是語言學習
的入門教材﹔寓言也活躍在人際溝通、政治評論、工商管理、宗教傳播各種領域。
中國寓言、印度寓言、歐洲寓言合稱世界三大寓言體系。印度寓言的傳入與
佛教有關，伊索寓言的譯介與基督信仰的傳教事業有關261。中國在春秋戰國時已
有寓言﹔三國到魏晉南北朝，大量的印度寓言隨著漢譯佛經傳入。明清時期，以
伊索寓言為代表的歐洲寓言由天主教、基督教傳教士分兩階段傳入。262
十九世紀初，米憐來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開始譯介伊
索寓言，後起的傳教士報刊陸續刊登伊索寓言的文本和出版消息，帶動伊索式寓
言的創作風潮。
至於伊索寓言何時傳入臺灣？中國古代寓言故事以及印度寓言是否也循著
基督教的報刊、書冊傳入？有哪些篇章與相關的出版品？ 本單元第一節將回顧
明清天主教、清代基督教傳教士譯介的伊索寓言，以及清代伊索寓言的單行本，
了解過去譯介的成果。再從《臺灣教會公報》搜尋報刊上的伊索寓言，以及書訊
書目中收錄的白話字伊索寓言，分析譯介者處理伊索寓言的方式，比較白話字伊
索寓言與清代漢譯本之間的異同，發現彼此之間可能產生的影響。循著同樣的模
式，第二節探討蘊藏在華人經典古籍中的中國古代寓言故事。第三節聚焦於伊索
式寓言和印度寓言的探討。藉著史料的整理分析，略窺世界三大寓言體系這段時
期在臺灣的流傳狀態。

第一節 白話字伊索寓言
一、明清時期天主教與伊索寓言的譯介
十六世紀末天主教傳教開始入華傳教，傳教士試圖跨越文化思想上巨大的鴻
259

林文寶等合著，《兒童文學》，臺北市﹕五南，1996 年，頁 12。

260

同前註，頁 266。

261

為區別林紓的漢譯本《伊索寓言》
，因此統稱伊索寓言時不冠書名號。

262

顏瑞芳編著，
《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臺北市：五南，2011 年，頁 1。顏瑞芳在伊索寓言

漢譯研究上成果卓著，受學界倚重，所匯編的三種漢譯本為目前最佳版本，筆者撰寫本單元定為
底本，並多處參考引用相關資料，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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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傳，利用伊索寓言生動有趣的特性作為講解教義，比喻事理的工具。從十六到
十八世紀間天主教譯介的伊索寓言如下﹕
(一)利瑪竇的譯介
1581 年（明神宗萬曆 9 年)義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來華傳教，歐洲寓言隨之傳入，因寓言有證道功能，便於論辯、說理。
1608 年利瑪竇所著《畸人十篇》在北京出版，引述 20 則歐洲寓言，其中有 4 則
伊索寓言﹕＜餓狐＞、＜獅與狐＞、＜富家埋金＞、＜馬思報鹿仇＞。這些寓言
夾雜在長篇議論之中，沒有單獨成篇。利瑪竇最早將伊索和他的名字介紹到中國
來，將 Esopo（Aesop)譯為「阨瑣伯」263。
(二)龐迪我的譯介
1599 年（明神宗萬曆 27 年)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來華。1614 年龐迪我在北京出版《七克》，其中約有 20 則寓言，見
於伊索寓言的有 6 則﹕＜雕工作像＞、＜鴉狐＞、＜眾樹求長＞、＜獅狐＞、＜
找馬騌＞、＜蛙畏兔＞，寓言獨立成篇但沒有標題。龐迪我首先將 fabvlas（fables〉
漢譯為「寓言」，以「寓言曰」稱呼《七克》中翻譯、引用的內容。264
(三)金尼閣的譯介
1610 年（明神宗萬曆 38 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來華。1625 年他與福建泉州人張賡以古文筆法合譯《況義》，共有
22 則伊索寓言，在西安出版。
《況義》各篇獨立無標題，行文先「況」後「義」，
即先說故事後引伸寓義，所譯的篇目如下﹕＜形亂交疑亂＞、＜南北風爭論＞、
＜三友＞、＜嫠婦＞、＜老圃＞、＜噬肉之犬＞、＜馬與驢＞、＜病獅＞、＜鴉
狐＞、＜犬與驢＞、＜老翁與少年＞、＜屋鼠與野鼠＞、＜行人與丈人＞、＜驢
馱鹽＞、＜群蠅＞、＜驢馱佛像＞、＜涼熱唯口＞、＜寫真者＞、＜父子騎驢＞、
＜鳩附鳥背＞、＜雕者作像＞、＜免議＞。這是第一本伊索寓言漢譯專集。265
《況義》影響了福建寧化人李世熊（1602~1686) 的《物感》
，該書內容包括
改寫《況義》約 5 則、收集的寓言和他個人的仿作。李世熊藉此譏諷明末政治、

263

顏瑞芳，
〈論明末清初傳華的歐洲寓言〉
《長河一脈：不盡奔流華夏情－2007 海峽兩岸華語文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秀威出版社，2007 年，頁 15-16。
264
265

顏瑞芳，前引文，頁 16-17。
《況義》篇名由顏瑞芳所加，見前引文頁 18 的註 28。
80

社會的腐敗，終嚐國破家亡之痛。266
(四)高一志的譯介
1605 年（明神宗萬曆 33 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
1566~1640）來華。高一志初名王豐肅，字則聖，後來改名。他著有《則聖十篇》、
《童幼教育》
、
《齊家西學》
（或名《西學齊家》)、
《譬學》
（或名《譬學警語》)、
《達道紀言》，引用的歐洲寓言與《畸人十篇》、《七克》、《況義》多處疊合，其
中含伊索寓言數則，但是故事情節較精簡，應用在學校和家庭教育思想的論述上。
267

(五)艾儒略的譯介
1610 年（明神宗萬曆 38 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 來華。1645（清世祖順治 2 年) 艾儒略《五十言餘》刻於福建，譯
介 3 則伊索寓言﹕＜東蟬求糧＞、＜鷹狐＞、＜農夫議刈＞。艾儒略將 Esopo
（Aesop)譯為「厄斯玻」
，不沿用利瑪竇的譯名「阨瑣伯」
。艾儒略同時提到伊索
和寓言「厄斯玻氏亦西賢也，其寓言曰……」緊密連結「伊索」
、
「寓言」的關係。
268

(六)衛匡國的譯介
1643 年（明思宗崇禎 16 年) 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來華。1661 年（清世祖順治十八年) 衛匡國出版＜逑友篇＞，內有
3 則伊索寓言﹕＜犬入牛槽＞、＜母猴誇子＞、＜狼求水＞，配合論敘旨趣，將
其簡化和通俗化。269
明末清初天主教士譯介伊索寓言的階段已出現翻譯、改寫並進，因應文化特
性和文本熟悉度做出通俗化、本土化、典故化的適應策略。天主教士將《伊索寓
言》應用在宗教教義、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方面的論述﹔受天主教士啟發的中國
士子李世熊，則用來針砭政治、社會的狀況。
1717 年因「禮儀之爭」康熙禁止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以天主教士為傳
播媒介的西學、伊索寓言暫告中斷。十九世紀初基督新教傳教士東來，西學再度
266

李奭學，《中外文學關係論稿》
，臺北：聯經，2015 年，頁 166。

267

顏瑞芳，前引文，頁 19-20。

268

顏瑞芳，前引文，頁 21。

269

顏瑞芳，前引文，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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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伊索寓言又陸續譯介到中國。
二、清代基督教與伊索寓言的譯介
(一)報刊的譯介
十九世紀基督教傳教士來華，藉著創辦報刊、發行讀物宣揚福音，伊索寓言
的趣味性和教化功能受到重視。米憐是第一位譯介伊索寓言的基督教傳教士。
1815 年（清仁宗嘉慶 20 年）8 月 5 日，米憐在麻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曾刊載＜貪犬失肉＞、＜負恩之蛇＞、＜蛤蟆吹牛＞、＜驢之喻＞、＜群羊過橋
＞5 則。270
1833 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1803~1851）在廣州創辦《東西
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府」新聞欄介紹《意拾喻言》出版的消息，並刊出 4
則：＜豺烹羊＞、＜獅熊爭食＞、＜狼受犬騙＞、＜鷹貓豬同居＞。
1853 年 8 月，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香港創辦中文期刊《遐邇貫珍》
，從第一期開始即設「喻言一則」，
均出自《意拾喻言》，刊有 18 則(其中一則重複)271。
影響中國深遠的教會期刊《萬國公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在 1868
年 9 月創立，從第 499 期到第 517 期，每期也曾刊載喻言數則，同樣來自《意拾
喻言》，272所刊伊索寓言近 100 則。273
《中西聞見錄》1872 年 8 月由北京(京都)施醫院出版，美北長老會丁韙良主
編，刊有 11 則伊索寓言 274。丁韙良在《中西聞見錄選編》(1877 年印)中首次將
Fables 稱為「寓言」而不是「喻言」
， 並明確提出寓言以娱目的形式起到警心的
275
道德教化作用｡ 1875 年 5 月美北長老會老會傳教士范約翰，在上海創辦的《小
孩月報》也刊有寓言伊索 44 則，42 則有插圖。276

270

顏瑞芳，前引書，《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
，頁 3。

271

高飛、吳淳邦，＜十九世紀傳教士教刊刊載中譯伊索寓言的流傳與影響＞《中國小說論叢》

第 41 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頁 173。
272

宋莉華，
《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頁 351-352。

273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74。

274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73。

275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60-161。

276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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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譯本的譯介
在清末首先集結成書出版的是《意拾喻言》
，後續多個版本參考《意拾喻言》
匯編或轉譯成其他語文。其他漢譯本有上海施醫院《伊娑菩喻言》
、
《海國妙喻》、
林紓譯本《伊索寓言》，以上幾種漢譯本過去較受學界關注﹔另一漢譯本《伊蘇
普喻言》日本人中田敬義翻譯，2018 年 6 月由北京大學重刊面世。
1.《意拾喻言》
《意拾喻言》在(1835~1840)年間陸續成書，全書共 82 則。成書過程有分成
3 卷的《意拾秘傳》
、不分卷的《意拾蒙引》
、
《意拾喻言》277。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口述，他的中文老師蒙昧先生(Mun Mooy Seen-shang)筆錄潤飾後出版，
1840 年由澳門的《廣州週報》(The Canton Press Office)再版。《廣州週報》1835
年創刊於廣州，是當時在華的三種英文報刊之一。1839 年林則徐在廣東禁煙，
中英關係緊張，《廣州週報》遷往澳門。278
羅伯聃生於英格蘭，1834 年來華，是英國駐寧波第一任領事，1837 年任職
於廣州怡和洋行（又稱渣甸洋行）
。他編過《華英通用雜話》(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3)、
《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1846)等多種漢語教材，
《意
279
拾喻言》是其中之一。
據 1832 年創辦的《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報導，《意拾喻言》是
依據 1692 年羅傑爵士(Sir Roger L’ Estrange)的《伊索寓言》版本選編。羅傑爵士
的《伊索寓言》是英文版的經典之作，總共 500 則，多次重刊，影響深遠，距羅
伯聃時間最近的是 1738 年版本。280
羅伯聃編譯《意拾喻言》的目的，是為西方人士提供學習漢語、認識中華文
化的途徑。
《意拾喻言》的版面有三大行，左邊英文（上行意譯，下行直譯）
，中
間漢字，右邊羅馬拼音（上行官話，下行粵語）。故事多處以「盤古初」、「神農
間」、「大禹治水」、「虞舜間」、「《山海經》載」等中國古史、神話、傳說、經典
的時空地點為背景，結尾贊語則引用經典名句、格言、成語、俗諺、歇後語。
《意
拾喻言》散發濃厚的中華文化色彩。

277

顏瑞芳，前引書，頁 3-4。

278

趙利峰，＜1840 年澳門版《意拾喻言》成書與出版問題叢考＞《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2013 年，4 期。
279

宋莉華，前引書，頁 342-343。

280

趙利峰，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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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伊娑菩喻言》
1844 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創辦上海
第一家西醫醫院，也是第一家教會醫院 (後來改名仁濟醫院) 281，廣施博濟免費
義診名為「施醫館」282。1850 年前後，
「施醫院(館)」將《意拾喻言》改版重編，
命名《伊娑菩喻言》
，共 73 則，刪去英文、羅馬拼音和 9 則故事《愚夫求財》
、
《老
人悔死》、《蛤求北帝》、《人獅理論》、《驢不自量》、《鰍鱸皆亡》、《真神見像》；
並為《鵝生金蛋》
、
《日風相賭》
、
《報恩鼠》等 8 則故事附上插圖，是最早有插圖
的版本283。1889、1903 年香港文裕堂兩度重印284，在華流傳的時間至少有 50 年。
根據（日）內田慶市的研究，《伊娑菩喻言》後來又傳到日本。285
3.《伊蘇普喻言》
，1878 年由中田敬義翻譯，1879
第一本白話文的北京官話譯本《伊蘇普喻言》
年渡部溫發行，作為日本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286
中田敬義(1858~1943)，加賀藩(今日本石川縣)金澤人，從小學習四書五經。
曾在外務省的漢語學習所、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2871876 年派駐北京公使館學
北京官話，臨行前渡部溫囑其將《伊蘇普物語》譯為漢語288。中田敬義(又名中
281

張大慶，
《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
，臺北市：秀威科技，2016 年，頁 43。上海仁濟醫院成立於

1843 年，為中國第一家西醫教會醫院，第二家教會醫院 1864 年公濟醫院。以時間相關性來看，
重編《伊娑菩喻言》應仁濟醫院。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2013 年 12 月 8 日，第六節醫院選介：上海仁濟醫院成立於 1844 年，原
名中國醫館(The Chinese Hospital，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 年－1896
年）在上海南市創辦，是上海開埠後建立的第一家西醫醫院。1846 年遷入上海英租界西部邊界
外的麥家圈（今西部院址）
，定名為，更名山東路醫院(亦稱仁濟醫館)。1932 年改名為仁濟醫院
目前該院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教學醫院。
www.shtong.gov.cn/Newsite/node2/.../userobject1ai65006.html (2019.06.25)
282

肖春燕，＜百年仁濟史上的幾個「第一」＞，澎湃新聞，2020 年 3 月 19 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587377(202005.19)
283

宋莉華，前引書，頁 352。

284

顏瑞芳，前引書，頁 6-7。

285

(日)內田慶市，
「西學東漸」與近代日中歐語言文化交流——以伊索寓言的譯介為例＞，香港

中國語文學會《詞庫建設通訊》
，1999 年 7 月總第 20 期。
286

(日)中田敬義 等編著，陳穎、侯瑞芬 校注，《伊蘇普喻言．今古奇觀．搜奇新編》，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年，
《伊蘇普喻言》頁 4，註 1。
287

中田敬義，前引書，頁 3。

288

＜小引＞，中田敬義，前引書，頁 5。
84

田雪莊)受業於倫敦傳道會北京分部早期的本地牧師英紹古(又名紹古英繼，生卒
年不詳，滿族)。英紹古次子龔恩祿和中田敬義一起翻譯《伊蘇普喻言》289。
中田敬義翻譯《伊蘇普喻言》依循的版本《通俗伊蘇普物語》，是由東京外
國語學校校長渡部溫根據自己在沼津軍校的英語教材 Thomas James ： Aesop’s
Fables 翻成日語，1875 年 11 月出版，共 6 卷 6 冊。
《伊蘇普喻言》共 237 則，標題均為 4 個，活字排版印刷，全書豎排，共 162
頁290。英紹古、英國倫敦會傳教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
、美國長
老會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同為本書作
序，頗予讚譽291，由此證明譯者與傳教士們有互動，《伊蘇普喻言》在華的傳播
路徑可能也是先從傳教士圈流傳再往外擴散。
4.《海國妙喻》
《海國妙喻》為張燾(赤山畸士)彙集，手抄後付梓，1888 年（清光緒十四年）
由天津時報館代印292。張燾（1842~1908）
，字持三，又字赤山，號燕市閒人，亦
號西冷山人，以畸士自居。原籍浙江錢塘，生于北京，僑寓天津。293張燾是英國
循道宗天津聖道堂的元老294。1865 年聖道堂學館成立，他在此學習神學同時兼
任中國文化教師，曾在報上投稿，通曉英文﹔執教、管理聖道堂學館四十二年
(1865~1907)。295
張燾極為欣賞報章上西方人士譯改成漢文的伊索寓言，肯定其文學價值和教
育功能，於是收集了「伊所布」
（張燾譯稱）寓言 70 則，以免日久散佚296。他的
編譯宗旨不是用來傳揚基督教，而是宣揚道德教化297，其中 56 則來自《中西聞
見錄》298、《萬國公報》299。
289

＜英紹古序＞，中田敬義，前引書，頁 8 及註 4。

290

中田敬義，前引書，頁 3-4。

291

＜艾約瑟序＞、＜喻言序＞中田敬義，前引書，頁 6-7、9。

292

顏瑞芳，前引書，頁 7。

293

(韓)高飛、吳淳邦，<淸末口岸文人張赤山與《海國妙喻》硏究>《中國小说論叢》第 50 輯，

韓國中國小說學會，頁 188。
294

湯清，
《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 年，頁 458。

295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89-190。

296

(韓) 吳淳邦，＜張赤山與《海國妙喻》輯錄之研究＞，
「晚清報刊文獻與中國文學轉型」
，社

會科學輯刊，2017 年，第 3 期(總第 230 期)，頁 186。
297

高飛、吳淳邦，註 29 前引文，頁 205。

298

《中西聞見錄》1872 年 8 月在北京創刊，1875 年 8 月停刊，由京都（北京)施醫院出版發行，
85

《海國妙喻》有 36 則出自《意拾喻言》，另 34 則有的是其他人翻譯的伊索
寓言，有的是譯自達芬奇、萊辛、克雷洛夫等寓言，還有的是文人仿作的伊索式
寓言。300《海國妙喻》的來源不一，作者不一；文體、文風多樣，有韻文、駢文，
但以古文為主。在翻譯上一反《意拾喻言》中國化的取向，反而減低漢化，人物
角色、故事場域還原成西方名稱。301
1898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同名的《海國妙喻》25 則，作者裘毓芳改寫自
張赤山《海國妙喻》，以白話文章回小說體演義。302
5.《伊索寓言》
1902 年林紓、嚴璩和堂兄嚴培南合譯《伊索寓言》300 則，1903 年上海商
務印書館出版。翻譯家林紓（1852~1924）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
閩縣（今福州）人。嚴璩（1874~1942）字伯玉，福建侯官人。著名翻譯家嚴復
長子，留學英國，303數度任財政部次長。304
明代以降譯名繁多，以「伊索」為譯名始於林、嚴合譯本，「伊索寓言」後
來取代其他譯名，成為慣用的指稱。林紓以古文翻譯，故事譯文凝練雅正，「畏
廬曰」評述部份文風犀利激昂，頗有憂國憂民之思。
(三)方言譯本
1.漳洲、潮州方言譯本
1843 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台約爾與施敦力約翰，用漳州方言和潮州方言將
羅伯聃的《意拾喻言》再譯成《閩南語伊索寓言》
，共 8 冊，42 頁，新加坡宣教
所出版。施敦力約翰獨力完成潮州話部份。305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英國傳教士艾約瑟主編，艾約瑟離去後，完全由丁韙良負責。見﹕趙曉蘭、
吳潮，《傳教士中文報刊史》
，上海﹕復旦大學，2011 年，頁 208。
299

高飛、吳淳邦，前引文，頁 198。

300

鮑欣，＜伊索寓言的第三個漢譯本《海國妙喻》＞，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1999 年，

第 4 期。
301

吳淳邦，前引文，頁 188。

302

顏瑞芳，前引書，頁 8-10。

303

同前註，頁 11。

304

嚴璩- 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 museum.mof.gov.tw/ct.asp?xItem=3502&ctNode=63&mp=1

(2019.06.17)
305

張陳一萍、戴紹曾 合著，
《雖至於死- 台約爾傳》
，香港九龍：海外基督使團(前中國內地會)，
86

台約爾（Samuel Dyer，1804~1843）出生於英國，1796 年加入倫敦會。1827
年啟程東來，先在南洋從事宣教工作。他親自研製，逐字鑄造今日中文印刷使用
最廣的明體活字。1843 年台約爾葬於澳門306。台約爾是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創辦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的岳父。307
施敦力約翰(John Stronach，1800~1888)，1837 年來華308。施敦力約翰除了
翻譯潮州話(Esop’s Fables)外，也是早期翻譯閩南語《聖經》的傳教士之一。309
2.上海話譯本
上海話譯本的譯者有兩種說法：(1)1856 年美南浸信會的卡巴尼斯(郟愛比)(A.
B.Cabaniss)轉譯 Robert T hom, Yisuopu yu yan(伊娑菩喻言)為上海話，上海出版，
頁數為 163 頁。310 (2)十九世纪中期，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的傳教士高第
丕(Tarleton P. Crawford, 1821~1902)，用漢字偏旁發明有聲、韻、調的上海方言表
音符號系統。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館藏 1855~1860 年間出版
品中，包含《聖經紀略》宣教文獻和《伊娑菩个比方》
（伊索寓言）
。牛津大學藏
版佚失了封底。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收藏的《伊娑菩个比方》，封底左上角有後
人寫上「伊娑菩喻言」旁註讀英文讀音及標題。311
三、《臺灣教會公報》刊登的伊索寓言
在《臺灣教會公報》上可以找到 5 篇與伊索寓言漢譯本相關的篇目。本節將
2009 年 9 月。159 頁版權頁，及 300 頁：台約爾著作第 26，
《閩南語伊索寓言》，新加坡宣教印
刷所，1843 年。Esop’s

Fables； 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R. Thom Es qr.

Rendered into the

Colloquial of the Dialects Spoken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ang-Chiu, in the Province of Hok-Kien：
and in the Department of Tie-Chiu, in the Province of Canton By S. Dyer and J. Stomach. Part first
Hok-Kien.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1843。
306

同上註，頁 215。

307

同上註，頁 2。

308

湯清著，《中國基督教百年史》
，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 年，頁 101。

309

＜早期的閩南語聖經＞，史話 024，教會史話第一輯，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310

趙利峰，前引文，注釋 (51)：「 Robert Thom, Yisuopu yu yan(伊娑菩喻言)translated into the

Shanghai dialect by A. B. Cabaniss. Shanghai: [s. n. ], 1856.頁數為 163 頁。……又據澳大利亞國家
圖書館藏的 1856 年上海話版本，採用的是中式的雕版印刷，線裝，有魚尾、欄線之類，封面上
有手寫的《伊娑菩喻言》字樣。該書內文極為古怪，不知為何種文字，或許是一種注音方式，用
以與《伊娑菩喻言》中的漢字對照閱讀。」
311

陳榮鋼，＜傳教士曾發明上海話的音節文字：似母語又似驅魔符文＞，澎湃新聞，2016 年 7

月 27 日。https://cul.qq.com/a/20160728/016910.htm ( 2019.4.13)
87

逐篇與上列漢字譯本《意拾喻言》(以下稱羅本)、
《伊蘇普喻言》(以下稱中田本)、
《海國妙喻》(以下稱張本)、《伊索寓言》(以下稱林本)做類型比對312，分析文本
用詞、情節、詮釋的差異與特色，探求白話字伊索寓言與其他漢字譯本之間的關
係。
《伊娑菩喻言》本依《意拾喻言》刪減篇目後改版，因此不列入比對項目。
《臺
灣教會公報》白話字伊索寓言篇目如下﹕
(一)＜早醒悟迷路＞Chá chhíⁿ-gō͘ bê-lō͘
《臺南府教會報》，光緒 18 年 10 月(1892 年 11 月)，第 91 張，87 頁。
(二)＜知防甜言蜜語＞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í，附插圖。
《臺南府城教會報》，明治 29 年(1896 年 10 月)，第 139 卷，76-77 頁。
(三)＜大石也著石仔拱＞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附插圖。
《臺南府城教會報》，明治 29 年(1896 年 11 月)，第 140 卷，84-85 頁。
(四)＜貪字貧字殼＞Tham--jī pîn--jī khak，附插圖。
《臺南府城教會報》，明治 29 年(1896 年 12 月)，第 141 卷，93 頁。
(五)＜農夫掠著鶴＞Lông-hu Lia̍h-tio̍h Ho̍h
《臺灣教會報》，昭和 3 年(1928 年 1 月)，第 514 卷，6 頁。
以下各篇內容皆由筆者暫譯：
(一)＜早醒悟迷路＞
本篇是一則動物寓言，譯作者不詳，說的是鼠群貪吃誘餌陷入捕鼠器後慌亂
無措的故事：
有人用鐵枝做器具，下餌得鐺貓除（ niáu-chhú﹕老鼠）
，係號物叫做鐵貓。
抵某所在的店主，伊內面貓除真濟，就將鐵貓來鐺﹔到暝時歸陣的貓除意
得欲呷餌就入去，活矩一個震動，門家己關，攏無路通走（cháu﹕跑）出
312

引用的《意拾喻言》
、
《海國妙喻》
、
《伊索寓言》文本皆出自顏瑞芳《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

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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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遐個貓除就嘩嘩嚎，作夥得議論講：「咱大家按怎樣來到迦嗎？」從
中有一隻得講：「我看見有物就入來，門續關去，所以昧得出。」冓一隻
講：
「我甘單顧目晭前的餌，毋知怎樣汰會（thài-ē﹕為何）來迦。」冓一
隻講：
「按怎樣到這所在，我真正想昧曉得。」冓一隻講：
「到都既然到，
請來呷迦個餌就好啦﹗」冓一隻慘白色的老貓除憂頭目結偌久，捻白鬚吐
氣講﹕「您（lín﹕你們）毋免按呢囉囉嚎、亂亂辯，攏是無路用。今已經
到迦啦﹗那欲便看對搭落入來，毋值得想看怎樣正會得出去，是卡好啦﹗」
店主聽見就吐氣講：「歸陣貓除入去啦﹗尹得到吃，擬昧記得顧身軀。」
係隻老貓除所講的﹕「知圖謀出，擬毋知張持(tiuⁿ-tî)入」。今世間人貪眼
前的財利，擬無顧得後來的禍端，就是親像按呢。所以俗語講：「君子的
人，欲謹慎路尾，毋值得謹慎起頭。」聖經也講：「有德性的人，逮先知
來來閃避陷害；憨的人，進前去，堵著刑罰。」
末段的教訓意義，先藉店主之口引述故事角色老老鼠的感嘆，再用俗語和《聖
經》智慧書《箴言》22 章 3 節經文內容互相印證做結。這則寓言與《海國妙喻》
第 70 則＜鐵貓＞的內容幾乎雷同：
機鐵為器，懸餌以捕鼠，諺呼為「鐵貓」。某肆，主人患鼠，設鐵貓焉。
群鼠利餌而入，機發莫能出，乃譁然相謂曰：
「吾眾何以至此？」一鼠曰：
「吾覺有物自上來，閉我天窗，故弗能出。」一鼠曰：
「余只顧目前之餌，
未覺何以至斯也﹗」一鼠曰：
「如何至斯，吾不知也﹗」一鼠曰：
「至則至
矣，且甘此餌可也﹗」
一蒼白老鼠，蹙額良久，掀白髯而嘆曰：「眾無煩嘩然辯論至此，與其審
辨何由入，莫若計其何能出，斯為美﹗」主人聞之，慨然曰：「群鼠之入
也，利其餌而忘其身；老鼠之言也，謀其出不計其入。」
故君子謹其始，由當慎厥終﹗313
＜早醒悟迷路＞明顯譯改自文言文的＜鐵貓＞，故事主體不變，但更換語體
和題目，文末增加《聖經》經文，將這則普適性寓言轉成特定性寓言，也就是帶
有宗教訓示的證道寓言。《海國妙喻》有 20 則不見於《意拾喻言》、林紓《伊索
寓言》
，也未見於目前通行的中英文版《伊索寓言》中，＜鐵貓＞可能是仿作性
質的伊索寓言314。1692 年羅傑 (Sir Roger L’ Estrange) 的英文版《伊索寓言》總
313

顏瑞芳 前引書，頁 83。

314

這二十則是﹕＜蠅語＞、＜踏繩＞、＜賊案＞、＜覓食＞、＜二賢＞、＜多慮＞、＜羅網＞、

＜犬勸＞、＜緩以救急＞、＜鷹避風雨＞、＜解紛＞、＜鏽鐮＞、＜拋錨＞、＜蟋蟀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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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00 則，但目前所見的版本都沒有超過 300 則，還有 200 則左右未選譯，由
於張燾通曉英文，有可能輾轉接觸 200 則中少數的作品，＜鐵貓＞或為其中之一，
這部份還有待查證。
(二)＜知防甜言蜜語＞
＜知防甜言蜜語＞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í （以下稱公報本）譯作者不詳，附
有插圖，署名：Hweiv。（原文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13、13-1)全文如下﹕
有一隻烏鴉得肉抵樹頂得要呷。有一隻山狗看見，就跑來樹腳捧搭
（pho͘-tháⁿ﹕吹捧）伊講，前我一生不識（m̄-bat）看見鳥的氋親像烏鴉兄
你价白价娞，你的身軀也不只整齊（chéng-chê）
、標緻。今迦也毋免冓講。
總是你的聲敢展然好聽。你的聲若是親像你的身軀价娞，我打算無半隻鳥
敢佮你比。 係個烏鴉聽見伊的甜言蜜語，巴肚內攏浮浮滾，腳手裊裊動，
歡喜到檔昧調（ tòng-bē-tiâu﹕失控)
那是得想，這隻山狗敢會厘厘阿搖疑我的聲無夠格好，想著號互伊聽，免
致伊得疑。都阿開嘴得號，係塊肉就擱漏，係隻山狗咬係塊（tè）肉做伊
搖搖擺擺，直直摳直直去，呷沿路笑這個烏鴉耳孔輕，會撥唆得。（看養
心喻言第 7 面)
故事文末括弧註記：(Khoàⁿ ióng-sim jū-giân tē 7 bīn)(看養心喻言第 7 面)，標
明本篇出於《養心喻言》第 7 頁，由此可知《養心喻言》已經成書流傳。公報本
＜知防甜言蜜語＞，與羅本＜鴉狐＞、張本＜喜媚＞、中田本＜狐謀得酪＞、林
本＜鴉狐＞同類型。羅本、張本說烏鴉「口啣食物」，中田本則說烏鴉「攫了一
個人家窻戶台兒上的一塊乾酪兒」
。公報本卻說「烏鴉得肉」
，年代在其後的林本
寫作「鴉啣肉」，與公報本用法相似。
(三)＜大石也得石仔拱＞
公報本＜大石也得石仔拱＞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譯作者不詳，附
有插圖，署名：Hweiv。（原文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14、14-1)

鴒＞、＜眶骨＞、＜滴雨落海＞、＜金索日短＞、＜粉蝶＞、＜鐵貓＞。參見﹕鮑延毅、鮑欣＜
《海國妙喻》的成因及其問世的意義與影響＞《中國小說論叢》第九輯，韓國中國小說學會，1999
年 2 月。轉引自顏瑞芳，前引書，頁 8，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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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抵郊外得好睏；貓除阿踮伊身邊得踢途蹈跳，獅忽然互伊驚醒，就隨時
用伊的腳爪將伊蓋得。貓除阿昧會脫離，就抵爪下哀求憐憫。獅看細細的
貓除阿，害死伊也無利益，不如赦免伊卡好。貓除阿就脫離。
冓無若久獅互人用羅網鐺著。百獸聽見就攏圍來欲救伊，可惜攏救無法致，
按呢兮親像得放尹的王死抵羅網裡。係隻獅家己苦惻講﹕「今是我的命了。」
這隻來佮伊講﹕「王啊，我好膽講，你肯互我救你出嗎？」百獸聽見這個
話攏總罄笑，因為大隻象佮攏總的百獸救無法致，這號無名小卒就敢想要
來救伊，平素獅看貓除阿毋就目，汰圖肯佮伊講話，那是到這個時陣，伊
雖罔是一隻秕秕阿隻的貓除阿，獅也毋敢看輕，歡喜求伊的計策，虛虛參
講﹕「懇求你試來救我。」
係隻貓除阿就趖去對漁網裡，用伊利利的啐齒，對網的索阿一裹啃過一裹，
攏無休閒。到路尾啃斷，獅就出來。切切無得看輕小人，驚了今阿日的小
人是後來的恩人，亦昧通知。
公報本＜大石也得石仔撐＞與羅本＜報恩鼠＞，中田本＜鼠報獅恩＞，林本
＜鼠報獅恩＞同類型，張本沒有收錄。三個漢譯本只有老鼠與獅子互動，人物、
內容、情節較簡潔。公報本＜大石也得石仔撐＞增加了百獸、大象的救援、以及
百獸對老鼠試圖幫忙的訕笑，獅子為從前瞧不起老鼠的態度悔過，謙卑向老鼠求
助的情節，已經是擴充改寫的層次。
(四)＜貪字貧字殼＞
公報本＜貪字貧字殼＞Tham jī,pîn jī khak，譯作者不詳，附有插圖，署名：
Hweiv。（原文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15)
有一隻狗咬一塊肉，對橋裡過。橋下的水清清淀淀（chheng-chheng tiāⁿ tiāⁿ）
，所以伊的影照落水底，按呢看見水內也有一隻狗，咬一塊肉。伊就
欲搶水內係隻狗所咬的肉，狗蹈落去（tiô-lo̍h-khi）毋但那（m̄-tān-nā）搶
無，連伊啐裡係塊續沉落水底。
本文有插圖，從圖文敘述的關係來看，圖與文是各自獨立的文本，結合在一
起融合成新的文本。單從圖像上看，可以見到狗脖子上套著項圈，是一隻家犬，
並非未經馴養的野狗。狗不在橋上已經趴在岸邊對著水影凝視，與文字敘述「有
一隻狗咬一塊肉，對橋裡過」，互補了情節和主人翁的身份。套項圈的家犬搶肉
墜河，暗指教育與訓練改變不了狗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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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本＜犬影＞：
昔有犬過橋，其口咬有肉一塊，忽見橋下有犬，口咬肉；不知其為影也，
遂捨口之肉，而奔奪之，幾乎淹死。其肉已隨流水去矣。
「欲貪其假，失卻其真。」世人多有類此！315
公報本與羅本相較，羅本的教訓意義放在末尾，公報本直接在標題點出題旨。
公報本特別注意水流的物理現象「橋下的水清清淀淀，所以伊的影照落水底」因
為湍急的水無法照見影子。羅本並未特別提點，由讀者自行意會。
中田本＜貪犬失肉＞：
一條狗從肉舖裏偷出一塊肉，就那麼叼著，要過一道溝。走到小橋兒中間
兒，見那影兒照在水裏頭，只當是別的狗叼著比自己叼的更大的肉呢，打
算也要奪了來，就望著水影兒一咬，倒把現在還叼著的肉，就沉了水底，
帶累以先所得的，一時都丟了。
大凡世上的人，慕望鏡花水月之富，丟失本有的真實，這豈不是淺見麼？
316

中田本增加了狗從肉舖偷到肉，看見水中的狗叼著比自己叼更大的肉的陳述。
羅本和中田本的教訓意義著重在追逐本真與幻象的結果。
張本＜肉影＞：
聞有無主之犬，隨處掠物為生。一日，飢火中焚，計無所出，浪遊街市，
以伺其便。適一家備子婚筵，竊入廚房，冀充一飽。幸遇廚房盹睡，遂偷
肥豚一方。顧念：此間攘來熙往，諸多不妥；未若踱過板橋，臥草中而安
享之！
正至河中，忽見其友來自橋下，口中啣肉，較己偷者碩大無朋，鮮豔出眾！
羨慕之下，友誼頓忘，奸圖飇發，務苟得之；勇往奪之，口啟肉墮，己亦
隨之，幾遭滅頂。方悟為肉之影也，悔何及之！317

315

顏瑞芳，前引書，頁 21。

316

中田敬義等著，前引書，頁 29。

317

顏瑞芳，前引書，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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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細寫狗的出身「無主之犬」，從婚宴廚房偷肉渡橋的經過，見到影子誤
以為是自己的朋友，所啣的肉碩大無朋，對狗的心理轉折有更多的描寫，型塑出
偷竊貪婪、見利忘友的小人性格。
林本＜叼肉之犬＞：
犬得肉，經溪橋之上，沉影水中，以為他犬也。水紋蕩，見其肉大逾己肉，
乃自棄其肉，獰視水中之影。將奪之，遂並失其肉。
畏廬曰：「貪人無厭，終其身均沉影水中也。」318
林本與羅本、公報本的敘事內容最為接近。林本沿襲中田本、張本水中肉影
看起來比較大的描寫。林本以「水紋蕩」描寫橋下水流，寫出水流狀態的只有〈貪
公報本和林本。1902 年林紓翻譯《伊索寓言》時，可能參閱了 1896 年已經在流
傳的《養心喻言》。
公報本的圖文敘述與其他版本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突出家犬的身份。若以基
督教義來看，顯露貪婪本性的家犬可以類比墮落後的亞當，罪人的本性無法藉由
教育改變，唯靠基督的救贖。
從民間文學「故事核」與類型的概念來看，以「狗叼物，吠影，失物」為核
心的故事在流傳過程中產出的異本，足以歸納成一個類型。李奭學在《中國晚明
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證道故事考詮》319說到，早在 1625 年金尼閣《況
義》翻譯＜叼肉之犬＞以前，這則故事早已細水長流，在中世紀聖壇使用的頻率
排行第 5，是中世紀證道專著中的敘述傳統之一。
《養心喻言》
、
《臺灣教會公報》
的收錄刊載，也證明這則寓言到了十九世紀仍然受到基督教傳教士的青睞。
（五)＜農夫掠著鶴＞
＜農夫掠著鶴＞Lông-hu Lia̍h-tio̍h Ho̍h 譯作者不詳，無插圖：
早時希臘國有一個故事，論莫濫交歹名聲的飛鳥。

318

顏瑞芳，前引書，頁 91。

319

李奭學，
《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明末耶穌會古典證道故事考詮》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書店，2010 年，頁 67，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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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作田人看白鴒鷥，暗光鳥，那號的鳥不時來呷伊的五穀就張網來
掠。別一日抵所掠著的中間有一隻白鶴。其餘的鳥無啼無哭：算所堵著
的是平常的事。不過有那隻鶴哀怨淒慘，對田主求命。
鶴排列伊的情理，講伊不是白鴒鷥，也不是暗光鳥，獨獨是通可憐的鶴
那定。伊講起伊的有孝，講伊盡囝的本份款待父母：尹老的時伊飼尹；
設使尹欲別地去，伊就互尹坐伊的尻脊頂飛去所愛到的所在。
作田人應伊，講﹕「你所講簡採攏是有影；不過我掠著你是抵歹鳥的中
間，底佮尹相佮偷食我的五穀，就的確著佮尹同受刑罰。」
敘述者一開頭特別言明這是從前希臘的故事，而且點出寓言的主旨﹕不要與
有惡名者濫交。閩南方言稱農夫為「作田人」，原本要捕捉破壞五穀的白鴒鷥 (白
鷺鷥)、暗光鳥 (夜鷺)，不料有白鶴落網。白鶴雖然分訴自己平日孝順父母，不
是惡鳥，但農夫不理白鶴的哀求，認為白鶴既然與惡鳥為伍，就要受惡鳥當受的
刑罰。
羅本＜雁鶴同網＞320：
昔有獵者，張網於林外，特為網雁鵝而設。一日，網得雁鵝一群，其中有
一隻白鶴。獵者不分雁鶴，皆欲宰之。鶴求曰：「壯士本欲雁鵝，我乃白
鶴，豈可玉石俱焚？倘邀見赦，自當感德矣！」獵者曰：「汝雖不同道，
而已入其隊中，安可免罪？」於是悉宰之。
如世人必須檢點，若與惡人同事，則難免於罪戾耳。慎之！慎之！
故事場景設定在樹林外，人物有獵人、雁鵝、白鶴。獵人張網捕捉雁鵝，白
鶴在群中。雖然白鶴哀求赦免，但是獵人認為已經入隊中，不可免罪，一概宰殺。
中田本＜鸛訴村翁＞321：
一個庄稼漢，要孥鵮亂田地裡種子的仙鶴，設下一個羅網。到了老爺兒
沒的時候兒去瞧，有好些個仙鶴網著，內中雜著一個鸛。這鸛哀哀的聲
兒說：
「我不是仙鶴，我決沒鵮過你納所種的種子，我是沒罪可憐的鸛，
我是不敢叫老家兒勞苦、孝順的鳥兒。請寬恕我罷！請饒我罷！」庄稼
漢不肯輕易答應，越發抓著他的脖子說：
「不錯，你說的大概也不假。奈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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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既和那鵮亂種粒的東西一塊兒被我孥住，不可不跟你們一黨的同受
苦啊。」
朋友不好，雖然說是自己正經，也沒人信。
故事發生在田地，人物為莊稼漢和仙鶴、鸛鳥。在此仙鶴被設定為原本就要
捕捉的惡鳥，與前面兩則白鶴被設定為善鳥，只是雜入惡鳥群不幸被捕，角色完
全相反同。《海國妙喻》沒有收錄這篇。
林本＜鶴鸛之辨＞322：
田父種稻，以巨網冪其上，因大得鸛，一鶴亦處其中。鶴脛觸網折，乞命
田父曰：
「主人赦我，君試審吾足折，而血淋淋然，後焉為盜？吾且非鸛，
蓋鶴耳！吾性孝；君更視吾羽，何類鸛者？恃此求逭吾死。」田父大笑曰：
「爾言故善，然吾科爾罪，實與鸛等；鶴死，爾焉得生？」
故天下之物，不可舍其類而自比於賤族！
畏盧曰：「鶴之自辨非鸛，其心固鄙鸛之非偶；特恨其集田之時，偏自偶
於鶴！彼鶴固自謂鶴鸛之辨，辨之在己，而行事之類鸛，則又未之計。嗟
夫！不辨諸事，而但辯諸心，彼人焉能鶴汝耶？」
故事場景在稻田，農夫本要捕捉惡鳥鸛，但鶴夾雜在其中，與中田本兩者身
份對調。＜農夫掠著鶴＞與林本的捕鳥人同是種田人，意外捕到的都是鶴，但＜
農夫掠著鶴＞的惡鳥換成臺灣田間常見的鳥類白鴒鷥(白鷺鷥)、暗光鳥 (夜鷺)，
顯然做了在地化的處理。＜農夫掠著鶴＞開頭即說出教訓意義「論莫濫交歹名聲
的飛鳥」
，其他三則都將教訓意義放在故事後面。＜農夫掠著鶴＞雖沒有加入《聖
經》的經文，但是以故事印證《箴言》18 章 24 節﹕「濫交朋友的自取敗壞」
、
《哥
林多前書 》15 章 33 節﹕「你們不要自欺，濫交是敗壞善行」323的道理。＜農
夫掠著鶴＞的捕鳥人、被捕的鳥一樣，關鍵人物的身份相似，且較林本晚出現，
參考林本改寫的可能性比其他 3 本高。
綜合以上分析，若《海國妙喻》＜鐵貓＞是伊索式寓言，則 1892 年 11 月根
據＜鐵貓＞譯改的＜早醒悟迷路＞Chá chhíⁿ-gō͘ bê-lō͘，應是清代漢譯本中最早出
現在臺灣的伊索式寓言。＜知防甜言蜜語＞、＜大石也得石仔拱＞、＜貪字貧字
殼＞、＜農夫掠著鶴＞這 4 則才算是伊索寓言的真正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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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鐵貓＞是 1692 年羅傑爵士英文版《伊索寓言》500 則之一，後來輾轉
收錄於《海國妙喻》，＜早醒悟迷路＞就可說是最早傳入臺灣的伊索寓言，這樣
《臺灣教會公報》直接刊登譯介的《伊索寓言》就有 5 則，反之，只有 4 則。在
未有充分證據以前暫定〈鐵貓〉為伊索式寓言。
《養心喻言》最晚成書於 1896 年，至少比 1903 年出版林紓譯的《伊索寓言》
早 7 年。出自該書的公報本＜知防甜言蜜語＞、＜大石也得石仔拱＞、＜貪字貧
字殼＞是最早在臺灣出現，附有插圖的伊索寓言。從譯文的敘事細節推敲，1902
年林紓翻譯《伊索寓言》時，可能參閱 1896 年流傳的《養心喻言》＜貪字貧字
殼＞。＜農夫掠著鶴＞出現的時間比林紓《伊索寓言》晚，有參考林本改寫的跡
象。
除了＜農夫掠著鶴＞沿襲漢譯本多以人物行動命名的慣例，＜早醒悟迷路＞、
＜知防甜言蜜語＞、＜大石也得石仔拱＞、＜貪字貧字殼＞直接以教訓意義命名。
＜早醒悟迷路＞末尾的《聖經》經文揭示了編譯者將伊索式寓言轉化為證道故事
的意向，其他 4 則以非證道故事的樣貌存在，也就是保持伊索寓言的單一身份。
四、《臺灣教會公報》書目收錄的伊索寓言
在《臺灣教會公報》推介的書目中含有伊索寓言的文集有《養心喻言》
、
《益
智錄》(卷二)和《新聞雜錄》，其中以寓言為主體的《養心喻言》收錄最多篇。
以下各篇仍與 4 種漢譯本對照，分析內容特色，推敲《養心喻言》的影響。
(一)《養心喻言》
《養心喻言》全書正式推介來臺是在 1913 年 7 月324，1914 年 11 月書訊也
記有《養心喻言》Ióng-Sim Jū-Giân 及價錢 5 chiam325。1925 年 1 月書訊有《養
心喻言》未再印的消息326。現今還存的 1931 版本327應是再版，版權頁只註記出
版地：廈門 (封面見附錄圖 16)。
《養心喻言》確切的初版時間、編譯者、出版單
位還有待更多出土資料驗明，但可以確定的是從 1896 到 1931 年間《養心喻言》
曾經在臺流傳，前後至少有 45 年之久。
1931 版本《養心喻言》的譯作者不詳，封面有圖，除去版權頁、目錄頁，
324

＜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第 355 卷，1913 年 7 月，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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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第 356 卷，1914 年 11 月，頁 4。

326

＜臺南新樓冊房＞《臺灣教會報》第 478 卷，1925 年 1 月，頁 15。

327

1931 版《養心喻言》
，引用自《臺灣白話字文獻館》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default.htm

(202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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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共 32 頁，分成兩部份：1-28 頁是故事，28 頁以後是白話字母、拼音合併阿
拉伯數字 1-10 的教材。
《養心喻言》的出版目的應是提供童幼或是成人識讀白話
字、阿拉伯數字的初級教材。本書共 18 則寓言故事，有 13 則伊索寓言，（全書
篇目與漢譯本的對應篇名詳見附錄表 12、13）伊索寓言的篇名如下，以下稱養
心本﹕
1.養心本篇名
(1)＜欲就會，毋就昧＞Beh chiū oē, m̄ chiu boē
(2)＜大石也得石仔拱＞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
(3)＜知防甜言蜜語＞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ú
(4)＜貪字貧字殼＞Tham jī,pîn jī khak
(5)＜張網羅纏到家己的腳＞Tiu lô-bāng tîⁿ tio̍h ka-kī ê kha
(6)＜蘆荻卡贏樹＞Lō͘-tek khah iâⁿ chhiū
(7)＜積穀防飢＞Chek-kok hông-ki
(8)＜家和萬事興＞Ka-hô bān-sū sêng
(9)＜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Phiàn lâng chek phiàn kí,tò-tńg hāi ka-Kī
(10)＜逮先的做路尾＞Tāi-seng ê chòe lō͘-bē
(11)＜一報還一報＞It pò hoân it pò
(12)＜雙腳踏雙船＞Siang-kha ta̍h siang-chûn
(13)＜風日鬥猛＞Hong jit tó béng
《養心喻言》內附 4 幅插圖，在第 1 頁＜欲就會，毋就昧＞、第 6 頁(與封
面相同)＜貪字貧字殼＞、第 16 頁＜逮先的做路尾＞、第 18 頁＜一報還一報＞
（詳見附錄圖 16-1、16-2、16-3、16-4）
。簡易的畫風與《臺灣教會公報》上以遠
近透視法，精緻描繪的風格完全不同，繪圖者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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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容
(1)＜欲就會，毋就昧＞
＜欲就會，毋就昧＞Beh chiū oē, m̄ chiu boē 就是廣為流傳的烏鴉喝水寓言，
與中田本＜鴉渴生計＞、林本＜啣石救渴＞同類型，羅本與張本沒有收錄這則寓
言。＜欲就會，毋就昧＞如下﹕
有一個烏鴉，啐乾到欲死，伊抵遠遠看見一個矸，就欲飛去飲，一下到第，
看見矸真正有水，總是可惜抵係矸底，伊就盡力欲鑽落去飲，不過鑽未到，
伊就試欲掐倒矸，揀採會得著一滴阿通飲，那是掐無法得，到路尾看見係
矸邊有石卵阿，伊就一塊過一塊咬落係矸裡。按呢水就那濎那濎，濎到矸
邊通止啐乾。
那有心石砧也欲打成針。
養心本的烏鴉喝水是三段式情節，烏鴉先盡力鑽入瓶中，再試著傾倒瓶子，
最後才啣石子投入瓶中。譯作者以雙重掲示的手法強調題旨，題名＜欲就會，毋
就未＞想要就會，不想要就不會與末句的教訓意義「那有心石砧也欲打成針」前
後呼應，將成語「鐵杵磨成繡花針」的「鐵杵」轉換成「石砧」。中田本＜鴉渴
生計＞內文如下﹕
一個老鴰渴得不成樣兒，見離著不遠兒有個水缸，就很歡喜。飛到那兒
一瞧，水矮，嘴構不著。然而要把缸或弄倒了，或弄破了，又沒那麼大
勁兒，不知怎麼辦纔是。愣了半天，忽然想起一個法子，把傍邊兒的小
石頭子兒，一塊兒一塊兒的叼起來，放在缸裡頭。缸裡的水漸漸兒的高
起來。末後水齊到缸邊兒上，他就吸著喝，不至於乾死了。
辦事到了己力不及的地步，智慧、忍耐最有功效，所以專心苦求，是常
為啟發事務之本。328
中田本也是三段式情節，但第二段屬內心戲存在於思考中，與養心本同樣有
弄倒器皿的動作或意圖。教訓意義點出三個重點﹕智慧、忍耐、專心。林本＜啣
石救渴＞如下﹕
鴉渴，見巨瓶寘於庭心，趨而飲之。水積其半，而瓶口小，不受喙。鴉啣
小石填之；石滿而水上溢，乃救其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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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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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需之深者，巧始出。329
中田本和林本以事件題名。林本的情節只有兩段，其教訓意義指出強烈的需
求會引出智慧的方法，與養心本＜欲就會，毋就昧＞的教訓意義相似。養心本另
立新的題名＜欲就會，毋就昧＞，有中田本相似的情節，以及林本的教訓意義，
並且選用成語，但以石砧代換鐵杵做出變化，形成自己的特色。
(2)＜大石也得石仔拱＞
養心本的＜大石也得石仔拱＞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 與公報本同名，
但內容仍有部份差異﹕
獅是百獸的王，有一人用羅網鐺著。百獸聽見就攏圍來欲救伊。象來到地，
就展伊的威風，徙來徙去，想無什麼計策。熊來到地恰恰抖。虎來到地嚎
到親像雷撣。總是攏昧救伊的王出抵患難。豺狼，山狗，佮豹攏總搖頭扳
耳。有的得講用著步有的講得係步，攏講攏互風飛勒去。無論什麼步，通
來救伊。按呢親像得放尹的王悽慘死抵羅網裡。
係隻獅家己苦惻講﹕「今是我的命了。」一隻貓除阿來佮伊講﹕「王啊﹗
我好膽講，你肯互我救你出嗎？」豈有此理，大隻象佮攏總的猛獸救無法
得，此號無名小卒，就敢想欲來救伊。平素獅汰圖肯看一隻貓除阿，汰圖
欲佮伊講話，那是到這霎，伊雖罔是一隻秕秕阿隻的貓除阿，獅也乞昧著
(khit bōe-tioh)，欲求伊救伊，獅就虛虛參講，「懇求你試救我」係隻貓除
兒就趖去漁網裡，用伊利利的嘴齒，對網的索阿一裹啃過一裹﹔攏無休閒，
到路尾，啃斷，獅就出來。
在情節方面，養心本省略公報本、羅本、中田本、林本都有的老鼠驚擾獅子，
獅子赦免老鼠的情節，直接敘述獅子受困網羅的窘境。因此之故，老鼠救獅子不
再指向報恩的題旨，而是出於純粹的救助。老鼠在危難時不計前嫌，對過去輕看
它的獅子伸出援手，形塑出老鼠寬大為懷，善良的性格特質。
養心本的人物大為擴充，增加了大象、熊、虎、豺狼、山狗、豹，並且仔細
描述它們無計可施，著急悲傷的神態，頗為生動有趣。公報本的人物用「大隻象
佮攏總的百獸救無法得」簡筆帶過。兩個版本都有百獸嘲笑老鼠的情節。
養心本、公報本最後段補述這個網是「漁網」，其他各本都沒有說明。養心
本是一個人物眾多，凸顯老鼠以德報怨特質的版本。公報本兼有羅本、中田本、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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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的開場情節和養心本的人物及中間部份情節。公報本雖未註記出處，但養心
本的影響仍清晰可辨，公報本可能根據養心本並參酌羅本、中田本後改寫(而此
時林本尚未出現)。
(3)＜知防甜言蜜語＞
養心本＜知防甜言蜜語＞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ú 與公報本同名﹕
有一個烏鴉得肉抵樹頂得欲呷。有一隻山狗看見，就走來樹腳甜迷
（thiám-bī﹕諂媚）伊講﹕「前我一生不覓看見鳥的氋親像你价娞，你的
身軀也不止結實(kiak-siak)，標緻(piau-tì)。今此個毋免冓講，總是你的聲
敢展然好聽，你的聲若親像你的身軀价娞，我打算無半隻烏鴉敢佮你比。」
係個烏鴉聽見伊的甜言蜜語，巴肚裡攏浮浮滾，腳手裊裊動歡喜到檔昧
調。
那是得想﹕「這隻山狗敢昧厘厘阿搖疑我的聲無夠格好，想著號互伊聽，
免致伊得疑。」都阿開嘴得號，係個肉就擱漏。係隻山狗對係個（ê）肉
咬，做伊搖搖擺擺，直直摳直直去，呷沿路得笑這個烏鴉耳孔輕(hī khang
khin)，會撥唆賴得( oē po-so-loa̍h-tit)。330
比較公報本與養心本可見兩個版本情節雖相同，但部份用詞不同，如「諂媚」
有「捧搭」
（pho͘-tháⁿ）與「甜迷」
（thiám-bī）之別﹔形容身軀有「整齊」
（chéng-chê）
與「結實」(kiak-siak)之異﹔可以挑撥誘惑用「會撥唆得」
（oē po-so- -tit）與「會
撥唆賴得」( oē po-so-loa̍h-tit)。公報本譯文曾註記（看養心喻言第 7 面)，但 1931
年的《養心喻言》＜知防甜言蜜語＞卻編在第 5 頁，從這些細微的差異顯示公報
本當時參閱的《養心喻言》版本與 1931 年版不完全對應，可能前後排版有改變，
以及公報本因應當時臺灣的慣用語詞做出微調。
(4)＜貪字貧字殼＞
養心本＜貪字貧字殼＞Tham jī,pîn jī khak 與公報本同名﹕
有一隻狗，咬一塊肉，對橋裡過，橋的水清清（chheng-chheng-chheng）
無什麼流，所以伊的影照落底，按呢看見水內也有一隻狗，咬一塊肉。伊
就欲搶水內係塊，不但（put- tān）搶無，連伊啐係塊續沉落水底。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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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喻言》，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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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喻言》，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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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本與公報本的情節相同，但公報本多一個動作描寫「蹈落去」。公報本
對橋下水流的描寫用「清清淀淀」
（chheng-chheng tiāⁿ - tiāⁿ）
，養心本則用「清清
清」
（chheng-chheng-chheng）來形容，照見影子的條件必須「水清」且「定靜」，
公報本在物理現象的敘述較養心本嚴謹。兩個版本另一個用詞差異是在「毋但那」
（m̄-tān-nā）與「不但」
（put- tān）
。公報本未如＜知防甜言蜜語＞註記出處，但
兩者幾乎雷同，公報本引自養心本無庸置疑。
(5)＜張網羅纏著家己的腳＞
＜張網羅纏著家己的腳＞Tiu lô-bāng tîⁿ tio̍h ka-kī ê kha 與中田本＜雞狗殺狐
＞、林本〈狐欲取雞〉同類型，羅本和張本沒有收錄。＜張網羅纏著家己的腳＞
全文如下﹕
有一隻雞角兒，歇抵一枝樹枝得嗚嗚啼。一隻山狗湊堵崁對遐過，聽見，
就行偎來佮伊講﹕「好朋的啊！我這呢久無看見你，你近來杳（iáu﹕還）
好嗎？雞應伊講﹕「我不止多謝你，到這好禮，我近來罔罔 (bóng-bóng﹕
普普)就是。」山狗講﹕「按呢不止好。請你落來，我真愛看你娞娞的氋。」
雞講﹕「毋通，我曾聽見阮老爸講﹕「山狗那佮雞偎著，不止愛呷雞肉，
所以請你准我踮這。」
係隻九怪的山狗講﹕「兄啊﹗您(lín)332老爸得老瘋癲，所以狂嚨遐個有的
沒的。因為我知現今山禽、野獸攏和好，所以你毋使驚，請你落來見我。」
雞講﹕「你所講的話有影嗎？我聽見不止歡喜，有影齁。」都阿得講的時，
雞的頭殼阿企迎迎(kia̍h ngîa ngîa)，那親像有看見什麼對遠遠來呢。
山狗講﹕「好朋的啊！你頭殼阿企迎迎，是得看什麼？雞講﹕「無啊﹗不
過是看一群獵狗直直踉對這來。」山狗講﹕「是踉對這來嗎？是踉對這來
嗎？今壞啦，我緊緊著溜將了。」雞講﹕「山禽、野獸已經攏和好，你覓
使(mih-sái﹕為何)著溜將，就山狗佮獵狗做一伍（bû）
，揀有什麼危險嗎？」
山狗講﹕「有影，你所講的實在是對。總是十隻之中，一半隻毋知這個和
好的代誌，到係時我迷(bī)得慘啦，我寧可緊緊溜將。」
中田本＜雞狗殺狐＞﹕

332
333

您(lín)﹕以音近似譯為您，其意指「你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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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狗和一隻小雞子相厚。一天，同往一個地方兒去，回來走到一個樹
夾道兒，天黑了，他們就說﹕「那麼著，載著兒打野盤兒罷。」雞就上枝
兒上落著，狗在樹底下草地上臥著。到了朦朦亮兒，雞先起來，照常的念
早經，叫喚了幾聲兒，東方纔發紅兒。在那兒左近的一個狐狸聽見了說﹕
「好俊喫食啊。」就跑來對樹上的雞說﹕「您是很可愛的美雞呀﹗大概各
樣兒飛禽裡頭，最是能幹的，並且嗓子也很清亮。請您下來，咱們一塊兒
念早經罷。」雞覺察他的意思說﹕「多謝多謝，那兒有同來一個打木魚兒
的。勞您駕，叫他過來。皆因念經，若不打木魚兒，是不能成調兒的。」
狐狸說﹕「那麼我叫他來。」說著，將要走，正好那條狗跑了來，就把他
咬死了。
打算用圈套陷人，反倒自己陷落了啊。334
林本＜狐欲取雞＞﹕
犬與雞友，迨夜同栖於叢蔚之閒，雞飛集於林端，犬則伏穴。朝曦甫上，
雞大鳴，狐聞而欲取以為晨餐，乃臨樹而語，亟稱其鳴，將與為友。雞疑
狐意之弗善，乃令狐趣穴而上樹，狐信之，爪誤觸犬，犬取遂食狐。
畏盧曰﹕「天下惟冒利之人，始為人陷。」335
養心本直接將教訓意義放在題名上，林本與中田本將教訓意義放在最後一句
林本情節與中田本相似之處在於，開頭提到雞狗友好的關係，一同露宿，結局狐
狸都被狗咬死。中田本比林本的敘事詳細，用語活潑俏皮以「念早經」來形容雞
啼，狗是「同來一個打木魚兒的」。
養心本開場沒有雞狗為友，一同露宿的情節，只有雞單獨面對山狗的危險。
養心本的對話設計從山狗客套地問候，進一步諂媚，遭雞嚴詞拒絕，山狗又以雞
的父親老瘋癲亂講話，否定山狗愛吃雞肉的理由，想鬆動雞的防衛心。山狗不達
目的，再度誘騙它山禽野獸已經和好，不用怕可以放心下來相見。雞故佈疑陣，
做遠眺狀，虛擬一群獵狗奔來。山狗聞言中計要溜，雞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質
疑山狗既然說山禽野獸已經和好，又何必害怕要溜走呢？山狗以十隻中可能有一
兩隻不知道為由開溜。在幾度言詞交鋒中山狗的狡猾、雞的機智表露無遺，這是
養心本的創意與特色。
(6)＜蘆荻卡贏樹＞
334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32。

335

顏瑞芳，前引書，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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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荻卡贏樹＞Lō͘-tek khah iâⁿ chhiū 與羅本＜杉葦剛柔＞、中田本＜樅茥談
論＞、林本＜大橡與小草＞同類型，張本沒有收錄。＜蘆荻卡贏樹＞如下﹕
有一叢松樹（chhêng-chhiū)起大風尻（khau﹕颳）落溪，隊（tè﹕隨）水
直直流去，伊的枝去磕著溪邊的蘆荻。對按呢就打著伊的心肝第阿，伊就
檔未調，問蘆荻講﹕「風連我也尻起來，怎樣你會按呢穩穩攏無傷害？」
蘆荻應講﹕「我佮你大不相同，你是倚靠你的氣力，這個格到硬刺刺，攏
未宜益得。我是隨在風壓過來壓過去，所以我才會安安穩穩，無受伊的壓
制，我知伊對硬欲佮風做對頭無便宜。」
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進退者為英雄。336
羅本＜杉葦剛柔＞﹕
夾岸相映，一邊杉樹參天，一邊蘆葦點水，杉葦朝夕相見。一日，其杉譏
誚其葦曰：
「看爾骵(同體)如柔絲，性如流水，每每隨風而舞，風東則風，
風西則西，毫無剛氣，何如我之正直不屈，豈不快哉！」葦曰：「剛柔各
有所長，吾雖懦弱，究可免禍；汝雖剛強，猶恐安身不牢！」一日，颶風
驟起，其蘆葦左右掀翻，終無大害；而杉樹早已連根拔起矣！
諺云：「溫柔終益己，強暴每招災。」正此謂也！337
中田本＜樅茥談論＞﹕
有一棵樅樹，對覆盆誇大口說：
「實在是你沒有甚麼用處。要沒我，房子、
棚子都不能蓋。」覆盆矮顫顫兒的回答說：「樅老爺，若有樵夫拏著斧子
和鋸來，問您納是甚麼樹，管保您說：『我不是樅樹，是覆盆啊。』
居下位安泰的，比居上位危險強啊！338
林本＜大橡與小草＞﹕
大橡見拔於風，偃於江上，水草及岸草均為所壓，因語草曰：「爾身輕，
和不見拔於風？草曰：
「君與風鏖，故甚敗；吾輩風來即偃，因得自全。」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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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瑞芳，前引書，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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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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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欲勝人者，當先服人。
畏廬曰：
「橡之鏖風，獨立之英雄也，見拔於風，或根蠹而基圮耳。 至仆
而求教於偃風之草，則英雄氣索之時矣！彼小草但能服人，何能勝人；一
誤信其言，終身屈於奴隸。故為此橡計者，當培基而根故，不當效小草之
偃伏。」339
養心本的人物是「松樹與蘆葦」
，羅本名為「杉樹與蘆葦」
，中田本用「樅樹
與覆盆子（茥）」，林本稱作「橡樹與水草、岸草」，養心本有一人物名「蘆葦」
與羅本相同。羅本與中田本開頭有強大者譏笑弱小的情節，養心本和林本沒有這
部份，開頭時大樹已倒伏在江上。
中田本的覆盆子用樵夫的斧鋸回擊樅樹的藐視，與其他各本對話內容完全不
同。中田本的教訓意義為「居下位安泰的，比居上位危險強啊！」，林本是「天
下欲勝人者，當先服人。」
，羅本用的是俗諺「溫柔終益己，強暴每招災」
，養心
本以成語做結「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進退者為英雄」。羅本與養心本皆講究為人
處事圓融有彈性，兩者最接近。
養心本與林本在情節上相似度高，但在教訓意義上與羅本較接近，三者的關
係綿密。1903 年林本出版前，《養心喻言》已經成書至少流傳了 6 年，養心本
可能受羅本影響，而養心本可能在情節上影響了林本的譯寫。
(7)＜積穀防飢＞
＜積穀防飢＞Chek-kok hông-ki 與中田本＜蟻誡𧒙螽＞、張本＜蟲言＞、林
本＜蟻曝粟＞同類型，羅本沒錄這則寓言，＜積穀防飢＞全文如下﹕
抵地球的北勢親像大英、花旗、俄羅斯，以及濟濟國。到夏天的時，凡飛
禽、走獸、蟲類，差不多攏無積聚尹的粮草，到冬天落霜昧出去討吃的時，
就昧去伊餓死，總是草蜢無積聚，到冬天攏死了了。
抵冬天的時，有一隻草蜢去佮狗蟻相求，五叩頭（ngó͘ -kháu-thâu）求伊
淡薄米粮來救伊這條性命，免得互伊吆寒餓死。狗蟻就問伊講﹕「你抵夏
天的時啥事無積聚？」草蜢應伊講﹕「抵係時熱熱，我逐日顧清心𨑨迌過
日，汰圖有想到冬天。」

339

顏瑞芳，前引書，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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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蟻就笑笑應伊講﹕「夏天無識想，冬天著無怎樣。阮得受苦的時，是你
得闊活的時，今阮得闊活的時，應該著你得受苦的時，今你通冓清心𨑨迌，
毋免想阮欲賒示𨑨迌仙。」340
中田本＜蟻誡𧒙螽＞如下﹕
夏秋已過，漸漸到草木黃落的時候兒。一日，天氣暖和，有好些個螞蟻聚
在一處，從窩裡運出夏天收藏的喫食，要在太陽地裡曬曬。在這一個當兒，
有一個飢餓的聒聒兒，踉踉蹌蹌的奔了來，求螞蟻說，因要度命，祈勻一
點兒喫食。這時候兒，一個有見識的老螞蟻，回頭瞧著他說：「啊，原來
你是個聒聒兒呀！我問你，那夏天的時候兒，你做甚麼事過活來著？為甚
麼為喫食受困呢？」聒聒兒揚眉吐氣的回答說：「這夏天，我很快活，眠
花宿葉，口含甘露，身穿綾羅，或歌或舞的……」話沒說完，螞蟻冷笑說：
「既是這樣，我們不能周濟你了。我們哪，在暑熱炎天的時候兒，曬著脊
梁，搬運糧食，預備下這冬天的，所以纔有今日的安逸。長夏的時候兒，
歌舞逍遙、虛度光陰的，自然到這冬天當挨飢受餓的，我可不曉得。」
夏天掙下的餘德，到冬天就顯露出來了。341
張本＜蟲言＞﹕
時值冬季，天氣嚴寒，霜飄雪緊，冷氣侵肌。有蟻國君臣，及其黎庶，先
時操作，積聚餘糧，千倉萬箱，不計其數。斯時也，可以安居窟室，無慮
顧憂。
乃有蟋蟀氏者，幾經盛暑，度過秋光，遇此風霜凜冽，霰雪霏微，不覺飢
寒交迫，殘喘難延。既無障身之具，安望果腹之資。不得已，匍匐中途，
至蟻國居民，扣扉告貸，下心抑志，羞色堪憐。求棲身於宇下，乞殘滴餘
杯中。
蟻氏啟扉而語曰：
「異哉！爾之不恥實甚！胡不早圖自謀家室，預積倉箱，
以備不虞；今乃轉叩人戶，效昏暮之求耶？」蟋蟀悵然曰：「惜乎！悟已
往之不諫，或來者之可追。回憶午夜風清，我則唧唧，或在堂，或在室，
扮騷客之清吟，動閨閣之愁思。樂意陶陶，揚揚自得，又何暇計及後來之
歲寒日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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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氏哂而言曰：「我國君臣，有一定例：凡於夏日及時行樂，不為勤儉計
者，冬月必作餓殍，理所然也！凡我眾生，既無求於人，又安肯假與人也
哉！君請他適，無擾我圉！」342
林本＜蟻曝粟＞﹕
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他蟲飢過其側，乞粟於蟻。蟻曰﹕「而胡為不儲糧
於夏？」蟲曰﹕「吾方嚮夏風而歌。」蟻笑曰﹕「君當夏而歌，則亦宜乘
冬而眠矣！胡言饑？」
畏廬曰﹕「平日不儲才，事集求才﹔平日不練兵，亂起徵兵，均非善謀國
者。」343
養心本乞食的昆蟲是「蚱蜢」、中田本叫「𧒙螽」，張本指名「蟋蟀」，林本
泛稱「他蟲」。中田本與林本都有螞蟻在夏天曝曬糧食，昆蟲來乞討的情節，但
養心本與張本並無曬糧之舉。養心本與其他各本不同之處有兩點，第一、將教訓
意義放在題名上。第二、將故事放在國際視野底下呈現，特別提到北半球國家多
個國家如英國、美國、俄羅斯冬天會下雪，各種動物在夏天積糧得以活命，唯有
蚱蜢死光光的現象，其預設讀者是地處南方不認識外國冬季會降雪的讀者。
(8)＜家和萬事成＞
＜家和萬事成＞Ka-hô bān-sū sêng 與羅本＜束木譬喻＞、中田本＜傖父訓子
＞、張本＜木條一束＞、林本＜束竹喻子＞同類型，＜家和萬事成＞如下﹕
一個老人，幾那個後生，常常愛冤家，伊有盡力壓息尹，濟濟法欲互尹兄
弟阿和好，那是攏無彩工，到路尾，伊就想出一個法，欲來佮尹取和。伊
就叫尹抵尹的面前，拿一把短短的竹阿佮尹逐個著盡尹的力，扼看會摺
昧。
總是攏扼無法得。後來，尹老爸就教尹掏係把竹阿，一人介一枝互尹，逐
個輕輕糙糙（chhihⁿ- chhihⁿ chhiauhⁿ-chhiauhⁿ)攏扼摺了了，尹老爸才警戒
尹講﹕「設使恁兄弟阿那大家盡攻擊，就會去人嗑嘮騷，俗語講﹕「門破
狗弄入來（mn̂g phòa káu nǹg ji̍ p lâi）。」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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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本＜束木譬喻＞﹕
昔有為父者，臥病在床，將絕，眾子環聽吩咐。其父曰：
「吾有一物，汝
等試之！」遂擲木條一束，令其子折之，試能斷否。眾子如命折之，不
能斷；父誨之曰：
「汝且逐條抽出，次第分折，試能斷否！」於是，莫不
隨手而斷。父曰：
「我死之後，汝等不宜分離，合則不受人欺，分則易於
折斷。此木足以為證矣！」
俗語云：
「唇齒相依，連則萬無一失；若分之，唇亡則齒寒，無不失也！」
慎之！如以一國而論，各據一方者，鮮有不敗，反不如合力相連之為美
也。345
張本＜木條一束＞﹕
昔人某，生有數子。一日，病臥，將絕，眾子環聽遺命。其父曰：「吾有
一物，爾同試之！」遂擲木條一束，令其子折之，試能斷否。眾子如命，
力折不能斷。父曰：「汝且抽出，逐條分折，試能斷否！」於是，莫不隨
手而斷。父乃教之曰：「吾死之後，爾等不可各有異心，不宜分居各爨。
合則不受人欺，分則易於折斷。此木足以為證。」
諺云：「協力，山成玉；同心，土變金。」唇齒相依，彼此相輔，守望相
助，眾志成城，不當如秦越人，漠不相關；若唇亡則齒寒勢難獨立也。推
之各事，莫不皆然。果能同心聯絡，合力應援，自必強固而久安焉。346
中田本＜傖父訓子＞﹕
一個鄉下人，憂愁兒子們弟兄辯嘴，家裡不和睦，要叫他們和氣，說了各
樣的話，總不肯聽，因而思想用一個比方，勸諭他們。一天，把兒子們都
叫到跟前兒，吩咐拏一捆兒劈柴來。待會兒，兒子們拏來了，他就緊緊的
捆上，吩咐說﹕「照這樣兒，折了他罷。」小弟兄們就輪流著用手用腳，
折也折不了。於是他父親把那捆兒拆散了，給他們每人根兒，吩咐說﹕「折
了這個罷。」他們就毫不費力，一撅就撅折了。這時候兒，他父親微微的
笑著，懇懇切切的勸切他們說﹕「所以孩兒們哪，你們若在同心合意的時
候兒，力量就大，能彀防俻外來的仇敵，若分散開的時候兒，力量就小，
不能彀自護自身，後來千萬不可辯嘴惹氣的呀。」

345

顏瑞芳，前引書，頁 32。

346

顏瑞芳，前引書，頁 62。
107

齊心協力，則必生勢。347
林本＜束竹喻子＞﹕
有一父而育數子，迨長不相能，日競於父前，喻之莫止，思示之以物：萃
則成，睽則敗，令諸子合群。一日，取小竹十餘枝，堅束而授諸子，令折
之，諸子悉力莫折；父乃去束，人授其一，試之果皆折。父喟曰：「爾能
同心合羣，猶吾竹之就束，匆遽又焉能折？若自離其心，則人人孤立，人
之折爾易耳！」
畏廬曰：「茲事甚類土谷渾阿柴，然以此年代考之，伊索古於阿柴，理有
不襲而同者，此類是也。夫歐羣而強，華不羣而衰，病在無學，人圖自便，
無心於國家耳。故合羣之道，自下之結團體始；合國羣之道，自在位者之
348
結團體始。」
羅本、張本父親教子的道具是「木條一束」，中田本是「一捆兒劈柴」仍屬
木條，養心本與林本用的材質相同「竹阿」、「小竹」。羅本、張本父親教子的時
間點在父親病危時，中田本、養心本、林本沒有特別指明。林本與養心本在事物
和時間設定上相似。
養心本以成語「家和萬事成」
（家和萬事興)為題名直接說明了教訓意義，最
後再用方言俗語「門破狗弄入來」做結語，與題名呼應。
(9)＜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
＜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Phiàn lâng chek phiàn kí,tò-tng hāi ka-Kī 與羅本
＜牧童說謊＞、中田本＜牧童頑戲＞、張本＜說謊＞、林本＜牧童謊呼＞同類型。
＜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如下﹕
有一飼羊的囝仔，不止跳踏常常喊（hiàm)講﹕「豺狼欲來咬羊啦﹗豺狼
欲來咬羊啦﹗」按呢幾若擺互濟濟人追（jip)欲來救伊，一下到第，才知
是去伊設計。尹就決意講﹕「那後擺伊冓喊救咱攏毋使睬伊。」無若久，
真正有豺狼來咬羊，係個顧羊的冓大聲喊救，攏無半個欲偎來，羊攏乎伊
咬咬去。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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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本＜牧童說謊＞﹕
牧童受主人囑咐，看守羊群，以防狼至。牧童常呼狼至，以為頑意；主人
奔出，卻是牧童說謊，如是數次。後果有狼至，牧童叫救，主人又疑其說
謊，是以不出，羊則為狼盡食。
勸世人不可說謊，有真事則當誤矣！350
中田本＜牧童頑戲＞﹕
有一個看守靠村兒野地上養著的羊的牧童兒，每天竟是看守，閒極了。一
天，猛然來回喊叫說：「狼來了！狼來了！」見合村的人聽他喊叫，四下
裡都跑到一塊兒來，白鬧鬨了一大場，以為很有趣兒，往後連三並四的起這
個亂子頑兒。這樣，一天，真有狼來了，他很驚怕，就喊著，來來回回，拼
命似的求幫助。合村的人，聽不到耳朵裡頭，說：
「又是照樣兒的頑皮罷。」

就都沒去。眼看著把好幾隻羊，叫狼喫的一隻也沒剩下。
尋常說謊謅假的人，到了緩急的時候兒，說真話必不叫人信服。你們小孩
351
子們，都不應當撒謊啊。
張本＜說謊＞﹕
昔有牧童，為人牧羊於野，童幼無知，輒戲言曰：「狼來矣！狼來矣！」
眾奔出視之，狼固無有也。眾歸後，不意果有狼來，童急曰：
「狼真來矣！」
眾以其謊也，不之理，致羊為狼食盡。
悲夫！世之好說謊者，平素人皆知其詐，雖真遇急，求人援手，而人亦不
之信矣！352
林本＜牧童謊呼＞﹕
牧童牧羊於近村，大呼狼至；村人爭出，實無狼。如是者三四，牧童大笑。
已而狼果至，牧童驚號曰：「眾來！眾來！狼食吾羊矣！」聲既咽，救者
莫至，謂其謊也。狼知無援，遂盡羊羣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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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善謊者，雖語其實，人亦將不信之矣！
畏廬曰：「此驪山之覆轍也，然余固見之矣！同里某茂才小病輒號，且出
遺囑，久之，家人亦弗信，茂才果以病死，妻子竟不一前。謊之為禍如是
哉！」353
羅本的牧童受「主人囑咐，看守羊群」，呼救時只有主人來相助﹔張本說的
是「為人牧羊於野」，兩個版本牧童雇工的身份很清楚，牧童除了個性頑皮也隱
含受雇者事不關己的心態，說謊的結果損害了主人的利益。
養心本只說「有一飼羊的囝仔」，中田本「有一個看守靠村兒野地上養著的
羊的牧童兒」
，林本「牧童牧羊於近村」
，三個版本從語意上看無法斷定牧童是否
為受雇者，有一半的機會是自家的羊群，說謊的結果將直接損害自家利益。養心
本的題名＜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貼近損害自家利益的語意。從牧童的身份
來看，養心本與中田本、林本接近。
羅本＜牧童說謊＞、林本＜牧童謊呼＞與中田本＜牧童頑戲＞的題名相似，
以人物與動作表現，張本＜說謊＞單以行動命名。養心本用俚語﹕「騙人則騙己，
倒轉害家己」為題名，一語道盡教訓意義、情節轉折和結局。養心本敘事完結後
就停筆，其他各本於故事完結後才表明教訓意義，林本的「畏廬曰」則添古今案
例做印證。
(10)＜逮先的做路尾＞
＜逮先的做路尾＞Tāi-seng ê chòe lō͘-bē 與羅本＜龜兔＞、中田本＜龜兔較跑
＞、林本＜龜兔賽跑＞同類型，張本沒有收錄。＜逮先的做路尾＞如下﹕
兔欺負龜的礙行，就自己現抖伊的𠢕走（註﹕跑），龜佮伊講﹕「咱來鬥
跑一埔路，相輸十箍銀，看是誰會先到，互係隻山狗佮咱做公道人。」兔
就允伊。兩個站齊齊就走。
總是係隻兔因為伊走了極儘，就跑做頭龜幾若里。伊想見好笑講﹕「這號
龜也敢佮我鬥走。」伊就倒抵路邊的鳳尾草愛欲小眠一醒兒，因為伊想﹕
「設使我若讓龜跑到欲到，我就毋使兩另半就會追（jip)過頭去。」龜做
伊無休閒，一步過一步，直直捅去。兔因為思慮績氣宿透，想穩當會贏，
目底攏無剉著伊就做伊睏去。到路尾龜贏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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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無難事，多由心不專。354
羅本＜龜兔＞﹕
禹疏九河之時，凡鳥獸魚鱉，紛紛逃匿。適兔與龜同行，其兔常罵龜曰：
「吾見行之迤邐慢頓者，莫如汝也；何不如我之爽快麻利，豈不便捷乎？」
龜曰：
「汝謂我遲遲無行者，何不與汝相賭乎？」遂指一處曰：
「看你與我，
誰先到此，則勝之！」兔乃忻然共賭。兔思龜如是之慢，殊不介意，行至
半途，不覺昏然睡去。及醒，其龜已先到矣，悔之曰：「寧可耐而成事，
莫恃捷而誤功也。」
「驕兵必敗！」其此之謂乎！355
中田本＜龜兔較跑＞﹕
有一個兔兒，笑話烏龜走得慢，就戲弄說：「來，咱們賽一賽跑罷，你猜
我這腿是用甚麼做的？」這麼一發狂，那烏龜雖然厭煩，只得和他排上，
聽他說﹕「走」就一點兒功夫不敢耽悮，照常的慢慢兒走起來了。但那兔
兒因為本來小看烏龜，並不著忙，說：
「我且打個盹再走，你趕緊的走罷，
我就趕過你去呀。」說完，在撞一個盹兒的功夫兒，已經不見烏龜的影兒
了。他喫了一驚，趕忙著（馬竄）356了去，及至到那所定的地方，一瞧，
說是烏龜早先到了，打了幾個哈什，伸了幾回懶腰了。
遲慢不寬鬆的，勝于急利好怠惰的。357
林本＜龜兔賽跑＞﹕
兔哂龜曰：
「爾縮其足而行紆，其狀甚醜！」龜曰：
「爾自侈其行如御風，
然鬬疾或不吾勝！」兔大笑，乃示龜以徑途，立表於三里之外，為之的。
延狐為監，約先及表者勝，於是龜兔咸舉足行。而龜行甚緩，嚮表而進，
未幾至其的；兔自信行疾，知龜無能為，假寐於道周，以為寐醒而龜行仍
莫至。既醒，逐龜，而龜已前至，睡移時矣。
畏廬曰：「聰穎自恃者恆無成。」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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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本＜龜兔＞、中田本＜龜兔較跑＞、林本＜龜兔賽跑＞以人物或事件為題
名，養心本以主旨後來居上＜逮先的做路尾＞為題名。時間設定上，羅本放在大
禹治水之時，其他各本沒有指明。
養心本的烏龜開口制定具體的比賽規則﹕賭金「十箍銀」
、賽程「一埔路」、
請「山狗」當裁判。羅本的烏龜主動打賭後「遂指一處」、中田本只說「到那所
定的地方」也沒有顯示由誰所定，兩本都沒有具體的比賽終點。
林本在請裁判、設定具體賽程這兩處和養心本相似。林本請「狐狸」
（山狗）
當裁判、有具體賽程「立表於三里之外」，但是出自兔子的指定。養心本特別指
出兔子小睡時躺臥在路邊的「鳳尾草」，其他各本都沒有描述。
整體而言，養心本的特色在於題名與教訓意義彼此呼應，注重事物細節的描
述，烏龜不但有恒毅力而且思考周密，延請裁判為證，有必勝的自信，願賭服輸
的氣魄，性格塑造最為鮮明突出。
(11)＜一報還一報＞
＜一報還一報＞It pò hoân it pò 與羅本＜狐鶴相交＞、中田本＜狐鶴相請＞、
張本＜狐鶴酬答＞、林本＜狐鷺相饗＞同類型。＜一報還一報＞如下﹕
有一隻山狗佮一隻白鶴結做好朋友，山狗愛欲創詭白鶴，就用淺淺的碟
（phiat)袋湯，請白鶴講﹕「見笑無什麼菜，毋通細意，請你得用到飽。」
白鶴昧受得，山狗一直講，就將伊的嘴對嚕著，不過是會酖得伊的嘴尾尖
若定，山狗攏毋免費氣，用舌汲到光溜溜。
到隔日白鶴也用一個隘暗（oe̍h ām）的矸袋肉，請山狗來赴宴，白鶴用伊
的長的嘴落矸內，直直得，直直呷。山狗目晭阿，晶瞭瞭得相，不過是用
舌尾阿汲矸邊所沫著的油那定，互伊餓到腹肚打結球。
俗語講﹕「害人則害己，倒轉害家已。」359
羅本＜狐鶴相交＞﹕
曾有狐狸與白鶴，相交甚密。一日，狐設席相請，鶴則欣然赴席，所陳皆
淺碟，碎饌稀湯，鶴因嘴尖，不利於啄；而狐則用舐法，瞬息間，肴核既
358
359

顏瑞芳，前引書，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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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杯盤狼藉。鶴則告辭而返，深恨狐之薄待己也。翌日酬席，盡以玻璃
罐貯酒食，鶴則甚適其嘴，而狐則抱罐舐之，終無一物到肚。榮辱之報，
是狐自取之也。
故勸世人，不可自存欺人之心，猶恐反被人欺，何可說哉！俗云：「惡人
自有惡人磨。」此之謂也！360
中田本＜狐鶴相請＞﹕
有一天，狐狸請仙鶴喫飯，忽然想了一個嗇刻念頭，打算把待客的東西裁
點兒，好做自己喫的，就竟把湯盛在淺盤子裡讓他用。仙鶴瞧見這個，雖
然為難，只得用細長的嘴兒，一點兒一點兒的往上吸。狐狸在傍邊兒，伸
著嘴兒，一會兒就餂光了，沒讓仙鶴十分喫。所以飯完了，仙鶴還是空著
肚兒呢。這個當兒，狐狸看見，面帶怪色說：「你不愛這個湯麼？怎麼不
喝呢？我倒過意不去。」仙鶴強笑著，回答了幾句應酬的話，說：
「狐兄，
我請屈駕到我那兒去罷。」狐狸並沒有別的話，就答應了，說：「那麼，
我明兒個去，請賜好喫的罷。」仙鶴暗暗歡喜，說：「必定恭候。」說完
就走了。到了第二天，狐狸果不違約，上仙鶴家裡來。仙鶴就擺上酒席，
狐狸一瞧，敢情是一個深瓷罈子裡，裝著噴香的好湯，不知道怎麼喝，真
迷了頭了。仙鶴心裏說：
「行了。」就把長嘴伸在罈子裡頭，狼吞虎咽的，
喫給狐狸瞧。狐狸別沒有法子，不過在傍邊兒伸著舌頭餂罈子口而已。既
然解不了餓，又不能埋怨，心裡說：
「這是還昨兒的𢐒子啊。」後悔前非，
搭喪著回洞去了。361
張本＜狐鶴酬答＞﹕
曾有狐狸與白鶴，相交甚密。一日，狐設席相請，鶴則欣然赴席，見所陳
皆淺盤小碟，碎饌稀湯，鶴因嘴尖，不利於啄；而狐則用舐法，瞬息間，
肴核既盡，杯盤狼藉。鶴則枵腹，告辭而返，深恨狐之薄待己也。
翌日酬席，盡以玻璃罐貯酒漿、果品、魚肉。鶴則甚適其口，而狐乃抱瓶
罐舐之，徒聞芬馥噴鼻，鮮豔奪目，竟無一物遂其朵頤也。
噫！顧己不顧人，欺人即欺己。榮辱之報，是狐自取之耳！362

360

顏瑞芳，前引書，頁 38。

361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71。

362

顏瑞芳，前引書，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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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狐鷺相饗＞﹕
狐延鷺飲其家，初不治具，惟豆羹一器，攤之盤中。狐餂之快絕，鷺啄雖
銳，得豆恆少，豆遂盡為狐食。他日鷺報饗，以瓶貯饌，鷺啄能入，狐則
不能。蓋撒豆於盤，鷺閒得之；而實饌於瓶，狐力僅能嗅之而已！
畏廬曰：「以機召者以機應。」363
養心本＜一報還一報＞既是題名、主旨也是教訓意義，故事末尾再用俗語「害
人則害己，倒轉害家己」重申教訓意義。其他各本以人物事件為題名，教訓意義
放在文末。
養心本山狗用「淺淺的碟（phiat)袋湯」淺碟盛湯，白鶴則以「隘暗的矸袋
肉」窄暗的瓶子裝肉。羅本狐狸「所陳皆淺碟，碎饌稀湯」，白鶴用「玻璃罐貯
酒食」
。中田本狐狸把「湯盛在淺盤子裡」
，仙鶴則在「深瓷罈子裡，裝著噴香的
好湯」
。張本「所陳淺盤小碟，碎饌稀湯」
，白鶴則是「玻璃罐貯酒漿、果品、魚
肉」食品項目在各本中最為豐富。
林本狐狸「惟豆羹一器，攤之盤中」
，鷺「以瓶貯饌」
。養心本與羅本、中田
本、張本、林本狐狸皆以盤裝湯，唯有林本較具體寫出食物的內容「豆羹」。林
本的鷺與養心本白鶴相同以「瓶子」裝食物，只是沒有像養心本具體寫出食物名
稱「肉」
。張本因襲羅本鶴用「玻璃罐」
，中田本用「深瓷罈子」說明器物的形體
和材質，養心本仔細描寫器物的形體特徵「隘暗的矸」(暗又狹窄的瓶子)，林本
只說「瓶」其他由讀者自行想像。
單從器物名稱來看，唯有養心本與林本相同，都用「瓶」
（矸）
。養心本用「隘
暗的矸」較「玻璃罐」
、
「深瓷罈子」更吻合狹窄難取的要件，關鍵事物的特性表
達精確。
從人物名稱來看，養心本因襲羅本、張本皆用「白鶴」，中田本用「仙鶴」
仍是「鶴」，但林本改變成「鷺」，在鳥名上表現特色。
(12)＜雙腳踏雙船＞
＜雙腳踏雙船＞Siang-kha ta̍h siang-chûn 與中田本＜蝙蝠兩屬＞、張本＜蝙
蝠＞、林本＜蝙蝠夜飛＞同類型，羅本沒有收錄。＜雙腳踏雙船＞全文如下364﹕
363
364

顏瑞芳，前引書，頁 162。
《養心喻言》，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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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禽佮獸大交戰係時密婆（註﹕蝙蝠）打算伊不成禽也不成獸，對按呢
就通呷雞偎雞呷鴨偎鴨。
早起得交戰的時，在密婆看見禽會贏，伊就去入禽的寨，總是飛離一眨兒，
得看參細，又停迭阿久，看了親像獸會贏，伊就歸心欲去偎獸，到第就直
直佮尹拜講﹕「我雖然有翅總是我久是屬貓取（註﹕老鼠)的類。」遐的
獸就准伊偎。那是到路尾有猛的鷹做禽的元帥，禽就大贏。密婆看見禽贏，
就見肖飛走，驚了去禽害死。
雖然到了今阿日，那是抵日時伊就密抵山埪，草牆內匿，因為驚了見著禽。
得到日欲暗禽攏去歇宿，才敢出來。
俗語講﹕「忠臣不扶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一人昧服事兩個主人。
中田本＜蝙蝠兩屬＞﹕
有一天，飛禽 走獸打起仗來，一時難分誰勝誰敗。這時候兒，有一個簷
蝙蝠，因為生就的樣兒，也不屬飛禽，也不屬走獸。仗著這個勁兒，起初
傍觀望，一會兒見走獸有點兒勝色，就飛入走獸羣兒裡，幫著攻打。然而
飛禽合力的轉過來防戰，遂把走獸打敗了。飛禽有了勝色，簷蝙蝠就趕忙
離開走獸，歸入飛禽、向走獸攻打。因為打的功夫兒過於延長，彼此都受
勞累，權且講和。飛禽、走獸都惱他異心的行為，兩下裡都不准他歸類，
嚴嚴的罰他說：「後來不准白天出來，不許住在華麗的地方。」故從此以
後，他或在房簷兒的觭角兒上，或在腌臢的窟窿裡隱身，惟雀迷眼的時候
兒，纔出來飛飛。正是把自己的道路弄窄了。
人也是這樣。沒有信義、心常不定、隨風而倒的人，到底必被人厭惡，落
得自己無安身之處。365
張本＜蝙蝠＞﹕
鳥獸淆雜，亂其部位。有蝙蝠，恃其雙翼，自號飛禽；羣鳥多鄙之，呼之
曰獸，以其有四足也。蝙蝠不甘其名，爭之。共質訟於鶴，以求平反。
鶴升公位，照西例，集折獄者十二人，乃梟六，鷹六，列位於旁，以昭誠
讞。兩造畢集，左右袒者亦不乏人，故折者多無定見。鶴乃斷之曰：「諸
君咸聽蝙蝠之自稱為鳥乎？袒鳥者羣指為獸，亦有袒蝙蝠者，共疑為禽。
365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61。
115

各執一見，殊難剖斷。然據我巨眼窺之，彼行則如獸，其音則鳥中不可有
者，鳥實恥之。察其形、考其體，除具雙翼以外，遍體皆獸；且其翼亦迥
異乎吾儕，惟於深夜習飛，晝則毫無翱翔振羽之能，僅以四足攀緣破壁而
已！其非鳥之類，竊飛之形；無鳥之技，辱禽之名。爾眾咸明哲之士，斯
物欺凌我族太甚！然乎？否乎？諸君其助我功之！作速折其翼、削其足、
噉其肉、絕其裔，俾勿再亂吾清族也！」眾鳥咸服公明，搏執蝙蝠以去。
噫﹗市井不倫不類之人，矯揉造作，貌似聖賢，每致攀榮受辱！366
林本＜蝙蝠夜飛＞﹕
獸鬨，殺傷相當，蝙蝠居間，遇勝則附，遇敗則叛。一日，二氏締盟，蝙
蝠反側，遂為二氏所覺，禁之不令晝見，以夜飛行，如狗盜焉。

367

養心本＜雙腳踏雙船＞（腳踏兩條船)以成語為題名。中田本＜蝙蝠兩屬＞，
張本＜蝙蝠＞，林本＜蝙蝠夜飛＞以動物名稱或結合生物特性為題名。
張本的蝙蝠不甘被當作獸，為求平反而爭訟是改寫幅度最大的版本。養心本
的蝙蝠先投靠禽類，後來見獸可能會贏就轉入獸群。後來老鷹來當做禽類的元帥，
大贏獸群，蝙蝠見狀羞愧，且懼怕禽類報復，自行飛離。老鷹做元帥的情節唯獨
見於養心本。中田本、林本的蝙蝠夜飛是因為被懲罰不准在白天出現，與養心本
的主動躲避不同。
養心本另一特色是多用名言，除了題名外，第一段引用俚語﹕「呷雞偎雞呷
鴨偎鴨」是見風轉舵的方言說法。末段教訓意義有俗語﹕「忠臣不扶二主，烈女
不嫁二夫。」和《聖經》
《馬太福音》第 6 章 24 節的經文﹕「一人昧服事兩個主
368
人。」 推崇忠貞的美德。
(13)＜風日鬥猛＞
＜風日鬥猛＞Hong jit tó béng 與羅本＜日風相賭＞、中田本＜風日比力＞、
張本＜柔勝剛＞、林本＜風日爭權＞同類型。＜風日鬥猛＞如下﹕

366

顏瑞芳，前引書，頁 75。

367

顏瑞芳，前引書，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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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 章 24 節﹕「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

個。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瑪門。」新標點和合本，台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2020.8.10)
116

曾一擺風佮日得鬥猛，要鬥看是誰會互人剝衫起來，風就起到真透，續落
大雨，雖然風到迦出力，不但無互人褪衫，反轉互人將帶縖卡緊。後來雲
消日出，曝得人到檔昧調，就剝衫走去（cháu-khì）樹腳搶沁（chhiu-chhìn）。
人用權勢欲人降服，不值著用感化。用氣力來嫌世俗人，不值著用救主的
道理來善勸。369
羅本＜日風相賭＞﹕
與風互爭強弱，兩不相讓，甚欲一較高下。忽見路上行人，穿著外套，忙
奔而來，日曰：「妙哉！妙哉！你我各自稱大，未能分別；今來人身穿外
套，你我各施法術，能使行人脫衣者為勝。」於是相賭。其風則先行作法，
大颶突起，幾將行人外套吹落，行人以手護持得免。風既無計可施，及至
日作法，雲淨天空，照耀猛烈，行人汗流兩頰，熱氣難當，只得脫下外套。
是以日為勝耳！
如世人突恃血氣之勇，多致有失；反不如溫柔量力，始得無虞！370
中田本＜風日比力＞﹕
有時候兒，太陽和風伯爭強，辯論不休，說：「那麼，與其這樣空論，能
叫那現在路上走的行客脫下雨衣來的，就筭是力強。」風伯就施展本領，
颳起暴風來。那行客怕雨衣被風颳了去，緊緊的裹在身上。就在這時，太
陽從雲中射出來，放開灼灼大光，消霧除寒。那行客晒得很舒服，越晒越
熱，到了兒忍不住了，自然而然的把雨衣脫下來了，所以太陽贏了。371
張本＜柔勝剛＞ ﹕
日與風互爭強弱，兩不相讓，甚欲一決雌雄。忽見路上行人，穿著外套，
忙奔而來，日曰：「妙哉！妙哉！爾我各自稱雄，未分高下，今來人身穿
外套，爾我各施法術，能使行人脫衣者為勝。」於是相賭。風則先行作法，
大颶突起，幾將行人外套吹落，行人以手護持，終不脫卸。風法既無可施，
及至日作法，雲淨天空，光耀猛烈，行人汗流兩頰，熱氣難當，只得脫下
外套。是以日為勝耳！

369

《養心喻言》
，頁 24。

370

顏瑞芳，前引書，頁 37。

371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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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剛強不能服人，和平自足感物！如世人，恃血氣之勇，多致有失；反
不如溫柔量力之為勝也！372
林本＜風日爭權＞﹕
北風與日爭權，試之路人，孰先褫其衣者勝。北風肆力以吹人，風力愈迅，
而行人愈縮，而兜其衣；風憊，讓日為之。日光甫及，行人解衣，已莫勝
熱，且盡去其下衣入水矣！
故以壓力勝人者，恆不勝，不若令人自解之速也。373
上述各本唯有張本＜柔勝剛＞以教訓意義為題名。養心本＜風日鬥猛＞、羅
本＜日風相賭＞、中田本＜風日比力＞、林本＜風日爭權＞皆以人物和事件命
名。
中田本風日比力要叫「行客脫下雨衣」，只有中田本特別說明路人所穿的外
衣種類。養心本有下大雨的情節「風就起到真透，續落大雨」，中田本也暗示下
過雨，不然行客何須穿雨衣呢？
太陽出場後，養心本的路人被曬得受不了，脫去外衣，跑到樹下納涼。林本
「且盡去其下衣入水矣」下水消暑去。羅本、中田本、張本都無納涼的情節。養
心本彷彿前承中田本，後啟林本。養心本將中田本穿雨衣的暗示，直接寫成下雨
的情節﹔養心本跑到樹下納涼的方式，被林本轉變成下水消暑。
中田本只說故事不說教訓意義，張本在文末重申題名柔勝剛的教訓意義。羅
本、林本、養心本都在文末點出感化勝於強迫的教訓意義，但養心本進一步強調
「用氣力來嫌世俗人，不值著用救主的道理來善勸。」與其花力氣嫌棄世俗人，
不如用基督信仰循循善誘感化人，於此可見養心本的預設讀者是教內之人。
綜合以上分析，養心本除了＜蘆荻較贏樹＞、＜風日鬥猛＞以人物和事件為
題名，其他 11 則都以主旨或教訓意義為題名，高度聚焦在教育性上。
在教訓意義部份，有的使用成語如＜蘆荻較贏樹＞﹕「識時務者為俊傑，知
進退者為英雄」
，或本土俗語如＜家和萬事興＞﹕「門破狗弄(nǹg)入來」
、＜逮先
的做路尾＞﹕「世上無難事，多由心不專」
、＜一報還一報＞﹕「害人則害家己，
倒轉害家己」
，或是俗語加《聖經》經文如＜雙腳踏雙船＞﹕「『忠臣不扶二主，
372

顏瑞芳，前引書，頁 56。

373

顏瑞芳，前引書，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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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不嫁二夫』
，一人昧服事兩個主人」
，以此表現出本土化，或本土化與證道故
事化交融的趣味。
從證道故事的類型來看，只＜雙腳踏雙船＞、＜風日鬥猛＞屬於（前置型）
證道故事，也就是說這兩則擁有證道故事和寓言的雙重身份，其他都只是寓言而
已。《養心喻言》的宗教色彩並不濃厚，而且人物情節生動活潑，用語貼近鄉土
民心，容易被讀者接受。
《養心喻言》可能影響林紓《伊索寓言》譯寫的例證在＜貪字貧字殼＞對水
文的描寫，＜家和萬事成＞使用竹子，＜逮先的做路尾＞請狐狸當裁判、設定具
體賽程，＜蘆荻較贏樹＞的樹木倒伏江上的敘述，＜風日鬥猛＞納涼情節，＜一
報還一報＞關鍵物用瓶子。這幾點只見於《養心喻言》也唯獨重現於《伊索寓言》
的＜叼肉之犬＞、＜束竹喻子＞、＜龜兔賽跑＞、＜大橡與小草＞、＜風日爭權
＞、＜狐鷺相饗＞。但公報本的＜農夫掠著鶴＞較可能受到林紓《伊索寓言》＜
鶴鸛之辨＞的影響。
（二）《益智錄》(卷二)
《臺灣教會報》1921 年 11 月＜冊房告白＞將《益智錄》Ek-tì-lio̍k 列為較新
的書，價錢 0.22374。1924 年 1 月書訊，白話字 khui-thiah sèng-chheh(開解聖冊)
類，Ek-tì-lio̍k 價錢 0.22，運費 0.02 375。1925 年 1 月書訊，Ek-tì-lio̍k 列入雜書類，
價錢 0.27，運費 0.02376，書已經比前一年漲價。目前可見的版本是 1929 年版《益
智錄》(卷二)Ek-tì-lio̍k Koàn-jī 377，只有書名與年代沒有其他出版訊息。(封面見
附錄圖 17)
《益智錄》(卷二)1929 年版共有 20 則故事，有《聖經》名人故事、童話故
事、神話故事、名人傳記故事、品格教育故事、科學喻道故事、寓言故事。童話
部份有安徒生童話＜夜鶯＞、格林童話＜小精靈與老鞋匠＞、仙子童話故事。寓
言有《伊索寓言》及伊索式寓言。(內容詳見附錄表 14)
《益智錄》(卷二)的兩則伊索寓言是＜愛講話的龜＞Aì kóng- ōe ê Ku、＜金
在橄欖園＞Kim ti ká-ná-n̂g。＜愛講話的龜＞與羅本＜鷹龜＞378、中田本＜海龜
374

＜冊房告白＞《臺灣教會報》第 440 卷，1921 年 11 月(明治 10 年)，頁 3。

375

＜臺南新樓冊房＞《臺灣教會報》第 466 卷，1924 年 1 月 (大正 13 年)，頁 12。

376

＜臺南新樓冊房＞《臺灣教會報》第 478 卷，1925 年 1 月(大正 14 年)，頁 15。

377

引自《台灣白話字文獻館》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default.htm、或＜臺語文記憶＞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84（2019.4.18)
378

顏瑞芳，前引書，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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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飛＞379、張本＜學飛＞380、林本＜龜升九天＞381同類型。（對照表詳見附錄表
15）
1.＜愛講話的龜＞
＜愛講話的龜＞改變烏龜升天的動機、增加情節，教訓意義從不要有越份妄
求變成注意口舌不要多話，與其他版本的內容相較改變幅度大﹕
有一擺一隻龜佮兩隻鴨，踮抵一個潭阿，尹做不止好的朋友，伊真歡喜這
個鴨伴，因為伊通照伊的心所愛的來講，伊常常有代誌通講，伊也愛聽見
家己得講。這個歡喜的時經過久久了後，潭阿不止低，曠旱的天時，路尾
就乾去，這兩隻鴨看伊昧通踮抵遐卡久，所以伊就決斷欲飛去別位，卡多
水的所在，伊去佮龜相辭。
龜就講﹕「哎喔﹗毋通放我踮迦，揣佮鄰去，我那踮迦會死。」鴨講﹕「總
是你昧飛，阮怎樣會帶你佮阮去」，龜講﹕「帶我佮鄰去，帶我佮鄰去」
鴨不止體貼伊，路尾伊想一個法度會用得，只有你著真久靜靜，阮欲用這
枝勇的竹阿，一人提一頭，也你著用你的嘴咬中央，阮欲扛你飛上空中帶
你佮阮去，總是著記得毋通講話，你若開嘴就會了去。
龜講伊無欲講一句話，無欲開嘴，伊真感恩的心，所以鴨有咬一枝勇的細
枝竹阿，咬雙頭，係時龜對中央咬嚴嚴，後來這兩隻鴨就慢慢扛飛上空中。
伊到抵樹頂的時龜就愛講﹕「咱偌高啊﹗」總是伊記得就靜靜。伊到抵禮
拜堂鐘樓頂伊愛講﹕「係個金金是什麼？」總是伊記得又靜靜，後來尹到
抵一個鄉社，遐個人介起來看尹，尹大聲講﹕「看鴨得拖龜喔﹗」逐個跑
來看。龜愛講﹕「佮您（lín﹕你們）無干涉」總是伊無講。後來，伊聽見
迦個人大聲講﹕「真奇怪，看喔﹗來看」。這隻龜只有愛講﹕「覷，您迦
個憨人﹗」昧記得伊開伊的嘴擱落抵地裡，按呢龜就結局。人會約束伊的
嘴是真好。
（1）問鴨怎樣欲扛龜去飛？真好朋友的情，欲扛伊去有水的所在。
（2）龜因為怎樣這對空中跛死？因為愛講話開嘴。
382

金句﹕「獨獨舌，無人會壓制，是無停的歹物，滿滿害死人的毒氣。」

379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88。

380

顏瑞芳，前引書，頁 54。

381

顏瑞芳，前引書，頁 96。

382

《益智錄》(卷二)，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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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本＜鷹龜＞的龜希奇鷹高飛，懇請鷹教它飛，鷹啣其頸到半空，試飛後身
破骨碎。張本＜學飛＞龜豔羨鷹，鷹以爪提其尾，龜試飛墜於石上。中田本＜海
龜學飛＞的海龜不滿現狀，想和飛鳥比拚。龜以海裡所有的珍寶作贈禮，求大皂
鵰教它飛行的方法子，皂鵰推辭後不得已，以爪勾住他的蓋子吊到空中，龜掉在
大石頭上。
前三本受託者以無益於龜而推辭，林本＜龜升九天＞與前三本不同，龜與海
鷗訴說想飛一事，鷹聽到後立即主動表示可以滿足它的想望，但要付酬勞，龜願
竭紅海沉秘之寶給老鷹，結果烏龜碎甲於萬峰之巔。
以上，龜想升空的動機有出於好奇、羨慕或想與飛禽較量，幫助者有的因為
推辭不了、有的為了取利﹔最後龜皆喪命於老鷹放手讓它試飛時。＜愛講話的龜
＞同樣敘述烏龜升天然後墜落，但是動機、方法和過程卻大不相同。
本性愛說話的烏龜和兩隻鴨子結為好友，常常能暢所欲言。他們賴以生存的
潭水因天旱漸消，鴨子不得不飛往他處另覓水草，烏龜情詞迫切懇求鴨子帶它一
起走，免得它死亡。兩隻鴨子顧惜友情，又體貼烏龜不會飛，最後想出辦法，要
烏龜緊咬一枝堅固的竹枝，鴨子各啣一端合力扛起它飛翔，但對烏龜設下不可開
口說話的禁令。
它們飛到樹頂，烏龜想問高度但記住禁令忍住了。經過教堂金色的鐘樓時烏
龜又好奇想問是甚麼？想起禁令又忍住。到了鄉村，村民見狀呼怪，起初還能克
制，但愈來愈多人呼朋引伴來看，烏龜就動怒開口﹕「去﹗你們這些傻人」於是
墜地。
＜愛講話的龜＞烏龜升天的行為動機是珍惜友情與力求生存，用的方法是口
啣竹枝協力扛抬，開口說話是致命的原因。設定禁令和三段式的情節發展，有民
間童話故事的特性。＜愛講話的龜＞的本文並非證道故事，故事末尾增加問題與
出自《聖經》《雅各書》第 3 章 8 節的金句，其作用在強化寓言的教育意義，特
別是指向基督教的宗教教育。
2.＜金在橄欖園＞
＜金在橄欖園＞Kim ti ká-ná-n̂g383與羅本＜農夫遺訓＞384、中田本＜父遺子
地＞385、張本＜農人＞386、林本＜群子掘圃＞387同類型。羅本與張本說的是「田

383

《益智錄》卷二，頁 57-62。

384

顏瑞芳，前引書，頁 37。

385

中田敬義等，前引書，頁 42。

386

顏瑞芳，前引書，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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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中田本與林本則用葡萄園；《益智錄》〈金在橄欖園〉變成橄欖園。全文如
下﹕
曾有一個作田人，有一個真好的橄欖園，伊不止懇勤，也此個園對伊的照
顧常常豐盛。總是伊知伊的三個仔，看輕此個作田的工，愛拼命去計謀咖
緊好額的代誌。
此個作田人老的時，得欲死，伊叫伊三個仔來，佮尹講﹕「我的仔，抵橄
欖園有一所在囥金，您（lín﹕你們)那愛，通掘。迦個仔愛伊佮尹講此個
金囥抵園裡的什麼所在﹔總是伊無欲冓加講一句話。
此個作田人死了，迦個仔就起手趡（chhē )有金的所在﹔因為尹毋知所囥
的所在，尹就定著欲對邊阿一爪（chōa﹕行) 一爪勻阿掘掘到尹會趡得此
個金。
尹掘此個果子園的土﹔對此屏翻到係屏，樹根的四圍佮尹的縫也掘。總是
無找得金的所在。打算有人偷提去，抑是尹老爸抵係時毋知人抵亂唸。此
三個仔真失志，尹攏總的工歸抵空空。
第二擺出橄欖的時迦個橄欖出比應擺生咖濟果子﹔對尹有掘迦透，迦有致
得迦濟果子，迦好的物去賣，互迦個仔有致得一大堆的銀。
尹看見迦濟銀對這個果子園來，係時尹忽然會曉得智識的老爸的意思，伊
曾講﹕「有金囥抵果子園得掘伊。」
文末有兩個問題和《聖經》金句，出自雅各書 5 章 7 節388﹕「作田人吞忍聽
含，地內寶貝的出產，直直到致得秋天的雨，春天的雨。」＜金在橄欖園＞與其
他各本的情節相同，在關鍵事物上有差異，羅本與張本說的是「田畝」，中田本
與林本用葡萄園，《益智錄》（卷二)變成橄欖園。
《益智錄》
（卷二) 有 15 篇在故事末有問答、
《聖經》經文；5 篇沒有問答，
但蘊含經文教義的訓勉詞。從故事的趣味性以及第 94 頁：「學生啊!」這樣的口
吻來看，可以確定本書是專為學童編輯的證道讀物。＜愛講話的龜＞、＜金在橄
欖園＞本身並非證道故，但它們有文學性、教育性，尤其＜愛講話的龜＞很有兒
童性，適合兒童閱讀。
387

顏瑞芳，前引書，頁 110。

388

新標點和合本《雅各書》5 章 7 節﹕「弟兄們哪，你們要忍耐，直到主來。看哪，農夫忍耐

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http://puli.twfc.org.tw/link
(2019.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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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雜錄》
《新聞的雜錄》Sin-bûn ê cha̍p-lio̍k，譯作者不詳，1915 年閩南聖教書局出
版，共 111 頁，有 24 篇，其中一篇是伊索寓言。
《新聞的雜錄》第 2、3、4、5、
6、7 本曾出現在《臺灣教會報》1885 年 8 月的書訊上，這一批佚失的文集是否
收錄伊索寓言不得而知。
《新聞的雜錄》Sin-bûn ê cha̍p-lio̍k 在 1924、1925、1926 年列入推介書目，
屬於老少咸宜的證道故事集。第 11 篇＜淡致佮誇口堵著熊＞Tám-tì kap khoa-kháu
tú-tio̍h Hîm 全篇內容如下﹕
曾有兩人，一個名叫做淡致，一個名叫做誇口，相佮行路，得欲入樹林。
淡致講﹕「我驚了抵樹林有野獸，因為我看見尹的腳跡抵土裡。」誇口應
伊講﹕「毋使驚，若有堵著野獸咱欲好膽相照顧，我真有力我都無驚。」
都阿得講的時，忽然有聽見野獸得吼的聲。誇口是卡好腳手的人，就連鞭
爬上樹，無想伊的朋友的危險。
淡致卡無好腳手的人，走(跑)昧離，抵擋野獸昧調。總是想一個步，身軀
隨時仆抵土裡，無喘氣那親像死翹翹。忽然有一隻大隻熊對深樹林闖出來
欲咬淡致。誇口抵樹裡，失膽加己想，佳在我走會離。熊看見淡致仆抵土
裡那親像死，就詳細鼻伊的身軀，啐續偎伊的耳阿親像欲佮伊講話。淡致
定定，攏無震動，卡停熊打算伊真正死就越頭走去深樹林內。
誇口看見熊有去了，今無危險，心內離離阿見笑，用講笑的話問淡致，
「好
朋友啊，那隻熊有跟你講什麼？淡致應講﹕「伊給我講『誇口佳己的好膽
毋值得真正好膽，又勸我毋通偎靠係號誇口的人。389
林本＜二人遇熊＞、中田本＜二客遇熊＞與＜淡致佮誇口堵著熊＞同類型。
＜淡致佮誇口堵著熊＞有幾項特色，第一、仿《天路歷程》以性格特質替人物命
名，無名的二人(二客)被標籤化為「淡致」、「誇口」。第二、增加情節與對話，
兩人遇熊前有段對話。淡致發現獸印後心生疑懼，誇口知情後聲稱自己不怕，若
遇見獸時會勇於互相照顧，其他兩則沒有這樣的鋪陳。第三、鋪陳帶來的效果就
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變得立體鮮明，淡致長於觀察但膽子小，身手不敏捷但冷靜機
智。誇口身手矯健，反應快但輕諾寡信，不顧朋友安危。第四、教訓重點放在「誇
口者不是真大膽、勿倚靠誇口者」﹔＜二人遇熊＞則是勿與「畏死」
、
「不相扶攜」
者為友，＜二客遇熊＞則說熊教導他該如何與危急時「只顧自己、捨棄朋友」的
人交往。＜淡致佮誇口堵著熊＞題名、情節、人物性格、教訓意義前後一致，顯

389

《新聞的雜錄》，譯作者佚名，閩南聖教書局，1915 年，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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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細膩嚴整的風格。
從《養心喻言》、《益智錄》(卷二)、《新聞的雜錄》的收錄可以見出，基督
教傳教士不但繼承天主教士將伊索寓言應用在證道的傳統，而且將它當做兒童的
學習教材。經過改寫的伊索寓言，有的帶著鄉土的諧趣，有的情節更豐富，人物
更生動活潑，有助於提升閱讀樂趣，達到養心益智、廣聞新知的目的。
經過史料整理與分析，可以確認伊索寓言十九世紀末隨著基督教傳到臺灣。
《臺灣教會公報》1892 年 11 月＜早醒悟迷路＞雖出自《海國妙喻》第 70 則〈鐵
貓〉，但缺少其他伊索寓言版本的佐證，暫定為伊索式寓言。 1896 年引入的 3
則伊索寓言﹕＜知防甜言蜜語＞、＜大石也得石仔拱＞、＜貪字貧字殼＞，配有
精緻的透視法插圖。這 3 則寓言引自《養心喻言》，雖是大同小異，但是圖文敘
事交織後出來的文本應被視為新的、獨立的文本。
《養心喻言》成書時間早於 1896 年 10 月，但 1913 年 7 月《臺灣教會公報》
才推出《養心喻言》全書。1931 年版《養心喻言》有 13 則伊索寓言，配有 4 幅
簡易插圖。
《養心喻言》成書的時間早於林紓的《伊索寓言》
，且有多處顯示林紓
翻譯《伊索寓言》受到《養心喻言》的影響。
1921 年書訊推出《益智錄》
，內容不詳。1929 年版的《益智錄》
（卷二)內有
2 則伊索寓言。1924 年《新聞的雜錄》正式列入書訊，1915 年版的《新聞的雜
錄》有 1 則伊索寓言。1928 年《臺灣教會公報》刊登 1 則無插圖的伊索寓言。
總計《臺灣教會公報》報載與書目引介的伊索寓言共 20 則。
另外，1928 年 1 月併入《臺灣教會公報》的北部長老教會報《芥菜子》在
1926 年 1 至 9 月＜一滴一滴的水＞刊有陳清忠、陳清義譯介的 17 則伊索寓言、
1 則拉封丹寓言和其他寓言(內容詳見附錄﹕文次 1)。
《臺灣教會公報》
、
《芥菜子》譯介的篇目共同構成長老教會報白話字伊索寓言的
景觀。兩報譯介的動機與目的都是為了傳福音、教育信徒，並非為了發展文學，
其實是將異文化文本收編為基督教文本，即或大部份維持非證道故事的樣貌，依
然以例證的姿態與基督教義中生活的智慧相呼應。無心插柳，柳成蔭，這些應用
在證道故事、語文教材和兒童讀物上的文本，是經過翻譯、改寫、轉引、圖像化、
本土化、證道故事化，多重工序才創造生成的異本，擴充了臺灣方言文學的文類，
同時建構臺灣基督教文學以閩南方言改寫伊索寓言為證道故事的範例，也為世界
性伊索寓言類型研究貢獻新樣本。

第二節

白話字中國古代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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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的經史子集蘊藏著豐富的故事和寓言，在文盲普遍的時代，平民百
姓能從民間戲曲、說唱藝術者口中接觸到部份精華，但要直接閱讀古代經典，得
跨越文言文的閱讀門檻。這節將從出版動機與目的，追溯《臺灣教會公報》引介
的中國寓言故事集《東方的故事》從文言文走向方言的過程，再從內容與體例、
選編原則與方式觀察《東方的故事》的特色，了解白話字中國古代寓言故事在臺
灣的流傳狀態。
一、《東方的故事》出版動機與目的
1916 年臺南新樓聚珍堂出版《東方的故事》Tang-hng ê kò͘-sū，共 120 頁，
翻譯自上海美華書館出版的《東方伊朔》Tang-hng I-sok，譯者不詳。在《臺灣
教會報》1924、1925、1926 年 1 月的書訊中，同時列有《東方的故事》和漢字
書籍《東方伊朔》
、
《伊朔譯評》
。1909 年《通問報》主編陳春生用淺白的官話翻
譯伊索寓言名為《伊朔譯評》，以「知白子曰」演話，不時取用《聖經》義理引
申評述，力將伊索寓言轉為証道的媒材。1913 年版的《伊朔譯評》由上海美華
書館出版。
《東方伊朔》原名《喩道瑣言》，1906 年初版，1908 年已出到第四版390，
可見當時受歡迎的程度。陳春生在編輯大意提到，他見到西方訓蒙多取自伊索寓
言「蓋其言雖諧謔，但義實精深」
，肯定伊索寓言的趣味性和教育性，
「然以之移
用於中國，每多圓鑿方柄，格格不相入。」觸發他從母國文化體系中取材的動機，
於是仿《伊索寓言》的體例，選編中國古代經史子集中的寓言故事，共 151 則(其
中一則有兩個故事)，每則均以四個字的成語命名。鑒於古今著名的講論家，皆
擅長運用寓言、故事來引申和譬喻，提升論述的品質，傳道人的口才關係著傳道
效果的良窳，有講究內容和技巧的必要性，因此，他特別為新手傳道人編寫這本
入門工具書﹕
凡人講論時，如能間以寓言，證以故事，則愈見其舌鋒銳利，聲價增高，
古今著名講論家每操此術，是書特為初學傳道人而作。故按語中每多引用
聖經，深望讀是書者，觸類旁通，不致拘守一隅也。
西國訓蒙之書，最重淺顯，中國訓蒙之書，每喜深奧，此書特易深奧之文，
成淺顯之語，以之教授婦孺，事半功倍。讀畢此書，再以文理書證之，自
易了了。此書乃官話文理之過渡也。391
書中按語皆以「知白子曰」開頭，多引用《聖經》經文，從教義觀點演話，
尋求中國歷史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融會貫通，藉此針砭教會、社會的弊病，惕勵
390

《東方伊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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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編輯大意＞《東方伊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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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依循正道而行。行文介於官話和淺文理之間，用淺顯易懂的語言、生動活潑
的實例來教導婦女和兒童。這本傳道人的工具書，也是婦女和兒童經由間接閱讀
(口傳聽讀)，或是在傳道人教授下直接書面閱讀，學習基督道理的讀物。
《東方伊朔》體現伊索寓言影響中國寓言故事從文言文走向白話文的過程。
中國寓言故事本非為兒童而作，但經過適當的剪裁、語體的轉換，在抽離原文本
的脈絡後，可以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受到伊索寓言有廣效性、延展性傳播功能
的啟發以及西方啟蒙教育善用淺語的影響，促使中國寓言故事以「成語故事集」
的方式匯編成書，應用在兒童教育、婦女教育和宗教傳播上。
二、
《東方的故事》內容與體例
《東方的故事》共 75 則寓言故事、歷史典故，68 則選自《東方伊朔》
。
《東
方的故事》取材的經典名著有﹕《左傳》、《禮記》、《韓詩外傳》《韓非子》、《孟
子》
、
《荀子》
、
《列子》
、
《淮南子》
、
《莊子》
、
《戰國策》
、
《呂氏春秋》
、
《孔子家語》、
《史記》
、
《漢書》
、
《魏書》
、
《法言》
、
《國語》
、
《說苑》
、
《新序》
、
《古今譚概》
、
《智
囊全集》、《三國演義》。
每篇以先敘後論的方式編排，前面以大字體敘述中國古代的寓言故事，後面
以較小的字體用俗語、四書五經、《聖經》教義的觀點引伸論述，針砭社會及教
會之弊。中國古代的寓言故事原為文言文，譯改成白話字後變成了老少咸宜易讀
易懂的白話文。當中有現今最為耳熟能詳，應用廣泛的成語故事如﹕＜ 反悔認
罪＞(負荊請罪) Hoán-hoé jīn-choē、＜胡混罔過＞(濫竽充數) Hô͘-hūn bóng kè、＜
禍福僫得分別＞(塞 翁 失 馬 ， 焉 知 非 福 ) H ō h o k o h - t i t h u n - p i a t 、 ＜掩
耳盜鈴＞Iám ní tō lêng、＜鷸蚌相持＞U̍t pāng siong chhî、＜老馬會認路＞(識途
老馬) Lāu bé oē jīn lō͘、＜ 狐假虎威＞Hô͘ ká hó͘ ui、＜ 井底蛙＞(井底之鼃) Chéng tí
oa、＜自相矛盾＞Chū-siong mâu-tún、＜守株待兔＞Siú tu thāi thò͘、 ＜貪小失大
＞(脣亡齒寒) Tham sió sit toā、 ＜看近無看遠＞(曲突徙薪) Khoàⁿ kūn bô khoàⁿ
hn̄g、＜ 緊紡無好紗＞(揠苗助長) Kín pháng bô hó se、＜顧前無顧後＞(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Kò͘ chêng bô kò͘ āu。 (全部篇目和典故出處，詳見附錄表 16)
三、《東方的故事》選譯的原則和方式
《東方的故事》譯者說明選譯《東方伊朔》的原因，在於它有趣味性和教育
性「照阮看，係本也趣味也有利益」﹔選譯的原則和方式﹕「就將係中間揀咖合
用的起來翻譯白話﹔卻有加添淡薄，也有的小可改換。」392。譯者挑選較合用的
內容來翻譯，不是全部照譯而是交錯使用增加篇目、事例和俚語、變更部份故事
的題名和內容的方式進行改編改寫，如下所列﹕
392

見《東方的故事》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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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篇目
《東方的故事》增加了《東方伊朔》以外的 7 則﹕＜有禮數的得著賞＞Ū lé-sò͘
ê tit-tio̍h siúⁿ，說的是《說苑‧復恩》裡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一事﹔＜謹慎所行＞
Kín-sīn só͘ kiâⁿ 和＜捨生取義＞Siá-seng chhú-gī 這兩則是出自《三國演義》
，關雲
長夜讀書避嫌，糜夫人投井自盡，保全趙子雲救阿斗﹔＜搬厝昧記得搬某＞Poaⁿ
chhù boē kì-tit poaⁿ bó͘，即《孔子家語‧賢君》徙宅忘妻的故事﹔＜無信憑，會誤
事＞Bô sìn pîn, oē gō͘ sū，見於《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保惜光陰＞，Pó-sioh kong-im《韓詩‧外傳‧卷九》，皋魚之泣﹔＜昧執罣得
＞Boē chip-koat-tit，典出《荀子‧子道》，孔子論有智慧的忠貞與孝道。
(二)增加事例
《東方伊朔》慣用一個題目配一個例子，只有＜為善必昌＞用兩例子﹕宋國
某積善之家免戰禍，以及陽虎刺守門人，害之反利之的故事。《東方的故事》譯
作＜善有善報＞Siān iú siān pò，加以仿照，甚至擴充到 3、4 例。
＜貪小失大＞Tham sió sit toā，在《東方伊朔》中只有知伯鑄鐘伐仇由的故
事，
《東方的故事》加上《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年》晉獻公借道伐虢，脣亡齒寒
的例子，強調貪婪之惡。＜學毋對樣＞O̍h m̄ tio̍h iūⁿ，原有《韓非子‧外儲說左
上》，卜妻為褲的故事，又舉出香港剛成為英國殖民地時，英國人請本地師傅做
衣服，發生同樣的趣聞。＜法度在人用＞Hoat-tō͘ chāi lâng ēng，本有一則《莊子‧
逍遙遊》不龜手藥的故事，又加上小琉球的事情。當地很多居民得了瘧疾，居民
揀到從破船漂流出來的瓶裝藥物，拿來抹龜裂的手，直到牧師告知他們是奎寧粉，
才趕緊拿來治病。＜鷸蚌相持＞U̍t pāng siong chhî 則增加六龜里的故事，數十年
前民智未開，有兩人獵得三鹿隻，無法均分而爭執不休，賣雜貨的人假意仲裁，
以一人一隻很公平，不勞而得一隻鹿。＜ 一人一項對＞Chi̍ t lâng chi̍ t hāng tio̍h
三子學仁義各有所偏，另舉印度人觀同一大象，因角度不同而見黑、白、灰三色，
再提到變色昆蟲和蠶的生態變化為例證。
《東方的故事》譯者刻意以古今中外，甚至是生態物象彼此對照，以凸顯時
空雖異，類似的事件卻一再出現，同理可證的旨趣。
(三)增加俚語
在按語的部份，多處以四書五經、《聖經》經文、臺灣俗語融匯成一體進行
論述。如＜緊紡無好紗＞Kín pháng bô hó se，揠苗助長的故事，就用到論語﹕「欲
速則不達。」、中庸﹕「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馬可福音 4 章 26 節，神的
國如同撒種，按時生長收割的比喻，最後用有韻的俗語﹕「緊紡無好紗，緊做無
好達家(婆婆)」Kín pháng bô hó se, kín choè bô hó ta-ke 文意深入淺出，雅俗並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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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掩耳盜鈴＞Iám ní tō lêng 的按語後半﹕
俗語有講﹕「雞卵密密都有縫」﹔也講，﹕「得人毋知，除非咱無做。」
所以真正君子的人，雖然家己一人坐抵厝裡，也是毋敢存一點的歹念頭，
不過是謹慢，的確有人知的時日。何況抵高高有一個上帝得鑑察，人心內
得想，嘴昧講，腳昧行，伊就已經知。按呢做人揀毋得時時刻刻來小心嗎？
譯作者將從販夫走卒朗朗上口的俗語﹕「雞卵密密都有縫」、和成語﹕「若
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及聖賢名著《大學》、《中庸》的「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反覆印證，最後以無所不知，至高的上帝鑑察人心，提醒人們謹慎思想和言行 。
(四)變更題名與內容
《東方的故事》有的照＜東方伊朔＞的題名音譯直翻，如前所述＜掩耳盜鈴
＞Iám ní tō lêng、＜鷸蚌相持＞U̍t pāng siong chhî﹔也有的改換題名如＜唐鞅詭
對＞就改成＜鑿枷家己扛＞Chha̍k kê ka-kī giâ﹔＜跖犬吠堯＞改名為＜ 在秦為
秦＞ Chāi Chîn ūi Chîn。
更改原著情節的是＜溺愛毋是痛疼＞Le̍k-ài m̄ sī thiàⁿ-thàng。在《東方伊朔》
＜溺愛非愛＞敘述荊國龔王和晉國厲王交戰於鄢陵，荊國兵敗，龔王負傷。平素
嗜酒的司馬子反在交戰期間禁酒，因口渴要喝水，僕人陽榖迎合子反奉上黍子酒，
子反先是推辭不受，後經不起陽榖一再以「不是酒」勸進，一飲就不絕口，醉臥
帳篷內。龔王想再戰，於是召子反來見，子反以心痛之病為由不往。龔王親赴帳
篷，見其酒氣沖天，於是怒斬子反，收兵回國。＜溺愛毋是痛疼＞改寫後楚龔王
和子反的形象和原來的大異其趣﹕
楚龔王想隔日欲冓佮晉國交戰，就差人去請子反來參詳﹔誰知子反酒醉若
死的係般樣。就想自己亦著傷，全靠子反一人﹔今伊按呢，欲汰會冓交戰
得？姑不將透暝抽兵倒去。就將子反交託一個真𠢕造箭的人，名叫養由基，
來保護伊，驚了互晉國掠去，就真凌辱，到隔日的日欲晝，子反酒醒精神，
迦知此掛代誌，就講﹕「陽榖害我，陽榖害我，我汰有面通冓見我的王？」
就家己自盡來死。
此處的楚龔王頗寬大為懷、愛護部屬，見子反醉酒不但不怪罪他，還憂心他
若被晉國擄去，可能遭受凌辱，就派神箭手養由基保護他，與＜溺愛非愛＞楚龔
王秉公處理，治以死罪，完全不同。子反酒醒後羞愧自殺，也一改＜溺愛非愛＞
醉酒誤軍機還大膽欺君，罪無可赦的態度。此處的改寫已和史實有異，趨向歷史
小說創作常用的「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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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人較好識錢＞Bat lâng khah-hó bat chîⁿ 意譯原題名＜善人為寶＞393，原
例出自《資治通鑑‧周紀》齊威王、魏惠王兩人論國之寶。惠王以十枚徑吋珍珠，
能照前後十二乘車為寶﹔威王以檀子、盼子、黔夫、鍾首各司其職為寶，四名臣
吏將照千里，何止十二乘車。＜識人較好識錢＞以類似的故事代換，孟獻子養賢
為富，晉宣子以鍾石金玉為富。
中國寓言故事本非為兒童而作，大多是古代政治人物、軍事家、思想家、說
客在論述當中穿插的例證和譬喻，用的是簡潔艱深的文言文。《東方伊朔》受到
西方啟蒙教育常用淺語、伊索寓言的啟發，促使中國寓言故事跳出原典的敘事脈
絡，成為可以個別存在的文本，也從士大夫才能掌握的雅言走向民間俗語。陳春
生將中國寓言故事彙編為成語故事集，且用在兒童和婦女教育、宗教傳播上，這
樣的作法為中國啟蒙書籍闢出一條新路，只要內容經過適當的剪裁、編輯、淺語
化，兒童即可與成人共享古籍精萃。
《東方的故事》以《東方伊朔》為基底，增減枝葉，轉換語體，另顯風華，
將基督教思想和中國經典裡的智慧、臺閩地區的俗諺融會貫通。《東方的故事》
同時承載著希伯來文化、西方文化、中華文化、臺閩文化，反映出基督教傳教人
士，努力跨越東西方文化、雅俗文化多元碰撞後可能產生的強烈互斥現象，刻意
搭起文化橋樑，尋求吸納、並聯、雜揉、轉化到新生的過程，而其深層旨趣一本
初衷仍是基督信仰的傳播，及其價值觀的建立。

第三節

白話字伊索式寓言和印度寓言

清代伊索寓言傳入中國，帶動寓言的改寫、仿寫和創作風潮，產出不少伊索
式寓言。印度寓言主要經由佛教傳播入華，基督教人士也曾譯介印度寓言來臺灣。
本節從《繪圖字母》、《養心喻言》、《益智錄》(卷二)歸納整理出幾則伊索式寓言
和印度寓言，分述如下﹕
一、
《繪圖字母》的伊索式寓言
1913 年 7 月《臺灣教會公報》＜臺南冊房白話冊＞記有《字母》(繪圖）
Jī-bó(Hōe-tô͘)，價錢 5 chiam394。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書訊都列有《繪圖字
母》Hōe-tô͘ jī-bú。現存的版本是 1902 年廈門 Gō͘-kiā-téng，Pôe-bûn-chai 活
版印刷出版的《繪圖字母》共 32 頁，有插畫、短文、白話字母、拚音、字詞、

393

《東方伊朔》
，頁 4。

394

《臺灣教會報》第 340 卷，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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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句、阿拉伯數字和九九乘法表。395
短文部份有＜貓＞Niau、＜鳥＞Chiaú、＜論竹＞Lūn Tek、＜魚＞Hî，是從
上帝創造萬物的觀點介紹動植物的生物特性﹔＜論做工作＞Lūn Chòe khang-khè
教導女孩要會拿針，不論砧鞋、縫補、製衣、繡花各樣的工都有用處，得備妥裝
著剪刀針、線的匣子﹔＜論煮糜＞LūnChú-bé指出煮粥用的鼎、烘爐、柴雖經人
手造做，原始材料其實出自上帝的創造﹔＜蜘蛛＞Ti-tu 是唯一則寓言。
從＜論做工作＞單就女孩要做的家事提出教導，而其他篇目並無對男孩該做
什麼提出建議，推測本書應是專為女子白話字識字教育而編。＜蜘蛛＞的寓意是
在提防諂媚者，全文如下﹕
一個蜘蛛引誘虎神講﹕「請你對此個（chit-ê）圓的樓梯就來阮兜。」虎
神講﹕「多謝，多謝，按呢就辭。設使我那(nā﹕若)入你的樓就昧冓落來。」
蜘蛛講﹕「我想你飛到赫(hiah )高，感會懨嫌，我的眠床真爽，真娞，請
你入來迦睏！」虎神講﹕「多謝，多謝，按呢就辭。我有聽見人講，那睏
抵你的眠床就昧冓醒。」蜘蛛講﹕「我不止疼你，你毋使驚，我毋知得用
什麼步，迦會互你知，我有不止疼你。今我兜有山珍海味，請你入來呷。」
虎神講﹕「多謝，多謝，按呢就辭。我飽飽昧吆。」 蜘蛛就冓佮伊講﹕
「你的翅金鐺鐺，你的目睭利劍劍，阮兜有仔請你來借看。」 虎神就近
去，蜘蛛一個撒著（sahⁿ-tio̍h）就緊緊呷去！396
本篇由四段式情節構成。蜘蛛熱情邀約蒼蠅來家中參觀、下榻、吃山珍海味，
前三次蒼蠅都推辭。最後，蜘蛛吹捧蒼蠅眼睛銳利、翅膀金光閃閃，請它來給家
中孩子開開眼界，終於打中蒼蠅喜歡聽人誇獎的弱點。蒼蠅不敵甜言蜜語，卸下
戒心，立刻被吞吃。昆蟲捕食的生態現象，兒童可以在周遭環境觀察到，選編與
兒童生活經驗連結的事物易引起兒童共鳴，興起切身之感。
識字教育位於啟蒙教育的起點，寓言文字精簡，淺顯易懂，生動有趣，適合
識字不多的兒童閱讀，既能開啟人生智慧又能培養兒童品格。從《繪圖字母》的
編輯來看，當時已經擅長利用圖像和文字，呈現融合了宗教性、知識性、應用性、
文學性的兒童讀物。臺灣白話字識字教育的需求甚早，推測《繪圖字母》真正引
入臺灣的時間可能比書目記載的還早。
二、《養心喻言》的伊索式寓言
《養心喻言》除了前面所述的 13 則伊索寓言，還包括 1 則智巧故事＜隱惡

395

《繪圖字母》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67(2019.11.15)

396

《繪圖字母》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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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善＞Un-ok iog-siān、1 則勵志故事＜蜘蛛爬上天羅板＞Ti- tu peh- thian-lô-pán，
和 3 則伊索式寓言＜禮多人詐＞Lé-to jin-chà、＜駱駝欺主人＞Lo̍k-tô khi chú-lang、
＜柔能勝剛＞Jiú lêng sèng kong 內容分述如下﹕
(一)＜禮多人詐＞
＜禮多人詐＞Lé-to jin-chà 的內容與《繪圖字母》＜蜘蛛＞完全相同，只最
後一段幾個敘述用詞略有不同﹕「蜘蛛冓佮伊譁沫（hoa-boa̍h）講﹕『你的翅金
鐺鐺，你的目睭利劍劍，阮兜有仔請你來借看。』虎神就入去，蜘蛛一個迷（bī）
就佮伊吸（hî）呷吞落肚啦！397」
，
《繪圖字母》的＜蜘蛛＞﹕「虎神就近去，一
個撒著（sahⁿ-tio̍h）就緊緊呷去！」語氣上有些微的差異，＜蜘蛛＞比較利落快
狠。
(二)＜駱駝欺主人＞
＜駱駝欺主人＞Lo̍k-tô khi chú-lang 敘述寒冷的夜晚主人在帳篷裡，駱駝綁
在帳棚外。駱駝低聲下氣求主人同情它受寒，一面利用主人的軟耳根，一面製造
主人的罪惡感，主人許可它把鼻子鑽進帳篷裡取暖，但是駱駝得寸進尺，頭、脖
子、身體逐次進去，最後惡聲趕主人出帳篷﹕
外國人的飼駱駝，到暝時閒時佮伊綁抵帳篷外，曾一暝，霜雪落不止厚，
家家戶戶攏起火爐，到更深時那冓加寒。
有一隻駱駝行偎來帳篷邊，佮伊主人講﹕「唉啊﹗今暝霜雪落到這厚，我
踮外面予伊寒到對骨鑽落去，你踮抵內面火爐 mī 起到燒滾滾。你欲汰為
到迦好命啊﹗設使你那肯互我一塊阿的鼻弄入你的帳篷來，得著淡薄阿燒
氣，我毋知欲怎樣歡天喜地來感你的大恩。主人昧受得伊好嘴爛舌就准伊，
停迭阿久，駱駝就冓講﹕「唉﹗主人啊﹗你真是大好心的人，可憐我鼻寒
互我弄入來，我得佮你千多謝萬多謝。不過更深寒那重，我的頭殼互伊寒
到欲勼去啦 ！你是慈心憐憫的人，的確不忍看我互伊寒到按呢，諒必你
歡喜互我的頭殼續弄入來。
主人就冓准伊，冓停無一半分久，不但鼻孔、頭殼、脖子，連通身軀，沒
講沒等，做伊踉踉入來。主人就佮伊講﹕「你歸身軀入來是太隘。」駱駝
歹聲嗽應講﹕「有影，按呢你得出去，扭（niū﹕換）我待﹗」
按呢互人知﹕「寵貓就灶，寵子不肖」。398

397

《養心喻言》，頁 25。

398

《養心喻言》，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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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是三段式情節，從局部擴大到全體的漸進性發展。最後教訓意義用的是
本土俗語，無論對是人還是對動物，施恩寵愛要有智慧，各種關係要有界線，否
則僭越背道無法無天。
(三)＜柔能勝剛＞
＜柔能勝剛＞Jiû lêng sèng kong 與＜風日鬥猛＞有相同的教訓寓意﹕
有一模鐵，欲熔做幾那款。眾傢俬就聚集來參詳，看這模鐵得怎樣來辦理。
參詳明白，逐個自己打算伊辦會來。
斧頭起來講﹕「我辦會來。」就盡力剖落去，那剖那鈍，到尾就毋敢剖。
鋸阿講﹕「你真不中用，互我做。」就鋸來鋸去，鋸到遐個鋸阿齒攏無去﹔
朽憪（siūⁿ-siā﹕太累) 。
鐵鎚講﹕「齁！齁！我本來知您（lìn)辦昧來。您看得，我欲按呢佮伊料
理！」總是都阿盡力，一個摃落去，鐵鎚肉腳續折去，猶原是無法得伊打
彎。
一個細細膩膩（sòe-sòe jī-jī）的火焰，就來求尹講﹕「請您（lìn)列位互我
試看得。」大家攏冷笑伊講﹕「你有什麼好本事？」伊激（kek﹕裝作）
一個土土，攏無欲應尹，做伊用惦惦火，直直佮伊炆（pûn)，炆到係號鐵
攏軟軟，會做親採覓得。
講話那溫柔通息人的宿氣，講話那暴辱激人的宿氣。399
＜柔能勝剛＞以四段式情節構成。眾工具要模鑄一塊鐵，斧頭、鋸子、鐵鎚
輪流上場，快猛施力，紛紛折損。最後，小小的火焰出來慢慢加溫，鐵塊軟化後
就可以做任何東西。 末句的教訓意義出自《聖經》箴言 15 章 1 節﹕「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400本文屬於前置型證道故事。
三、《益智錄》(卷二)的伊索式寓言和印度寓言
(一)＜巴仁阿瑪教的人，虎與狼＞
＜巴仁阿瑪教的人，虎與狼＞Pá-Jíⁿ-A-Má Kàū ê Lâng，Hó͘- -kap Lông 401是
一則五段式印度寓言。巴仁阿瑪教的人溫柔良善，待所有活物如兄弟。村民好不
399
400
401

《養心喻言》，頁 27-28。
見新標點和合本，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益智錄》(卷二)，頁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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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逮住一隻老虎，將它關在鐵籠裡。老虎看見那人經過，不斷請求讓它出來喝
水。老虎保證不吃他，那人猶豫後釋放老虎。老虎出籠立即壓制那人要吃掉他。
他責怪老虎恩將仇報不公道，要求找五個遇到的活物評評理， 若五個裁判都認
為人應當被吃，他就心服口服。第一個是芒果樹、第二個是牛、第三個是鷹、第
四個是鱷魚，都認為人類待他們不善，活該被吃。最後遇到一隻小狼，大智若愚
的小狼裝作頭腦遲鈍，無法理解狀況，請他們實境重演一遍再來斷事。老虎按部
就班回到籠中，那人完成最後一個動作關門上鎖，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小狼對老
虎說﹕「朋友啊！今我，我想你得聽候真久迦會冓得著人來放你出來。」然後對
人點頭致意說﹕「大哥，你行係條路402，我行此條，你請。」
小狼在這則寓言中作了公道伯，沉著淡定地處理事情，言談間極為謙卑有禮，
很有智慧且風度翩翩。與許多描寫狼的文學作品相較，這則寓言中狼的形象可謂
獨樹一幟。《訓蒙淺說》（第二本)＜印度國的故事＞與這則寓言同類型，但情節
精簡，野狗取代了小狼的角色。
(二)＜細隻狼與駱駝＞
＜細隻狼與駱駝＞Soè chiah Lông kap Lo̍k-tô 的目錄序排在＜巴仁阿瑪教的
人，虎與狼＞之後，第一段是這樣說的﹕「所有細隻狼的故事我已經佮你講啦！
通知細隻狼是偌𠢕。你若毋知，你到大人時會知，無管你偌𠢕，早晚你的確會堵
著人比你𠢕，逐人常常會堵著按呢，就是親像細隻狼。所欲堵著的講抵下底。」，
開門見山點出教訓意義。第二段才開始述說始末。
小狼愛吃蟳，溪這邊的蟳已經抓完。它知道對岸還很多，為了達到目的，就
跟愛吃甘蔗的駱駝協商，若駱駝讓它站在背脊上一同泅過溪，它就告訴駱駝茂密
的蔗田在哪裡？駱駝依計而行。到達對岸，駱駝還沒到吃一口，小狼已經吃飽了。
小狼吃飽後大聲在甘蔗園唱詩，引起狗吠，鄉野人立刻帶著竹子、石頭包圍驅趕。
駱駝龐大的體型立刻被發現，被人打個半死才趕它走，小狼這才從別處走來﹕
伊講﹕「今我想到時通倒去，是阿毋是？」駱駝講，「齁！你是真好的朋
友！刁故意出聲，嘩嘩嚷，唱詩！互我堵著按呢。怎樣迦好你做按呢？」
細隻狼講﹕「我無知怎樣﹔我常常呷飽就唱詩」駱駝講，「按呢！齁！今
好，咱通倒去。」
伊就細意載細隻狼抵伊的胳胛（ka-chiah）起身撩過水。伊就想，想到抵
溪裡第一深的所在。停抵遐講﹕「唉！狼阿！」細隻狼講﹕「哈（Hâ）？」
駱駝講﹕「我知一項，真奇怪的代誌，親像我的確得抦（péng﹕翻轉）一

402

同上註﹕原文 i ō͘，按文意應是 l ō͘，可能 l 誤植為 i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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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細隻狼講﹕「欲互伊抦過去！無，無通按呢！你那按呢浸死我！世
間怎樣有互你做迦無因端的代誌？你怎樣欲互伊抦過去？」
駱駝慢慢講﹕「我也無知怎樣！只有我常常呷飽了，就抦另轉。」所以伊
就抦過去，細隻狼就浸死，這是對伊家己的過失，總是駱駝平安到厝。403
駱駝質問狼為何喧嘩引人注意？小狼一派輕鬆，推說自己也不知為何如此，
常常吃飽就得唱詩。駱駝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回程載它到水深之處，也推說自
己也不知為何吃飽就要翻個身，小狼遭到報應溺水而死。
駱駝貪吃惹禍，小狼惡有惡報。此處小狼回到狡猾自私的刻板印象，顛覆前
面大智若愚、貌似彬彬君子的美好形象，前後形成強烈對比，本書刻意做這樣的
安排，加深小讀者對狼(人性)複雜且詭譎多變的認知。
以上伊索式寓言共有 5 則﹕《繪圖字母》的＜蜘蛛＞、《養心喻言》＜禮多
人詐＞、＜駱駝欺主人＞、〈柔能勝剛〉、《益智錄》(卷二)＜細隻狼與駱駝＞。
印度寓言有 2 則﹕《益智錄》(卷二)＜巴仁阿瑪教的人，虎與狼＞、《訓蒙淺說》
（第二本)＜印度國的故事＞。雖然只有幾篇，卻也證實伊索式寓言和印度寓言
曾隨著《臺灣教會公報》推介的書目傳入臺灣。其中伊索式寓言＜柔能勝剛＞與
《聖經》經文結合變成證道故事，其他各篇並未如此處理，但各篇的教訓意義有
認識人性、啟迪人心的作用，符合基督教宗教教育、道德教育的需求。

小結
經過本章的分析整理，可知以伊索寓言為代表的歐洲寓言、中國古代寓言故
事、印度寓言、伊索式寓言，都曾經藉由基督教出版的白話字報刊和文集在臺灣
流傳。因為不少文集佚失，還有報社編輯曾聲明已經引入但沒有登入書訊的書目
很多，所以真正引入的篇目應遠大過本章所列的數字。
不論是伊索寓言、伊索式寓言、中國古代寓言故事、印度寓言，包括在第二
章證道故事部份提到的生態寓言，都曾經應用在兒童啟蒙教育上。這些寓言也是
基督教證道故事取材的來源之一。

403

《益智錄》
（卷二），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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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白話字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與童話

從目前殘存的文獻來看，《臺灣教會公報》譯介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與
童話的數量雖少，在白話字文類中仍佔一席之地。本章第一節從民間故事、神話、
傳說的來源、內容、題旨和功用探討它們被選譯的原因﹔第二節處理民間童話和
創作童話，特別針對世界性經典童話故事做類型比較，對照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
版本，分析白話字童話的特色。

第一節

白話字民間故事、神話和傳說

一、＜日本的怪事＞—日本民間故事
民間故事是兒童讀物重要來源之一。＜日本的怪事＞Ji̍ t-pún ê Koài-sū 刊於
《臺灣教會公報》光緒 12 年(1886)正月第 7 張，譯作者未署名，是一則發生在
日本鄉間客棧，老狐狸詐財的民間故事，帶有玄怪的色彩：
差不多十年前，抵日本的庄社有一人去歇抵係客店，抵遐吃好物，也待好
所在，請人來吹簫唱曲，喝酒快樂一場。到欲睏的時，吩咐店主，教伊明
阿載 11 點前得叫伊醒。
係個店主就照伊的話，到係時入去欲叫伊；看見眠床前狻（ soan）出一
支狐狸尾，忽然驚到顧昧得，隨時走（註﹕跑）出來，打算係個人客的確
是妖怪。家己得想—卻毋過有吩咐伊，那無叫伊，又驚了互伊過帳（koè-siàu）
譴責（khiàn-chek）。辜不衷 （Ko͘-put-chiong）冓再入去，就看係個客人
坐抵眠床，得呷燻（hun）。係個人客看見店主心神大嚇，就問伊：「你
有入來迦看見啥貨？」逮先店主毋敢講，干搭（kan-ta）推辭講：「無啊，
無啊！」係個客人冓講：「你的確有看見什物咧﹗你得明明佮我講。」係
個店主然後迦佮伊講老實：
「我有看見一支狐狸尾。」係個人客迦應伊講：
「哼﹗哼﹗你今已經有看見，我不妨實在佮你講。我就是老狐狸，時常踮
抵山裡； 此霎來迦是欲辦代誌。你所看所聽此號事，你斷斷無通佮人講。
你那果然按呢，屬互（sio̍k-hō͘）你不論有錢下抵廟裡，我欲互你加一倍。」
講了伊就起身，攏無互伊半銀所費； 係個店主也不敢佮伊提。
聽候到明阿載就真正提 50 錢下抵廟裡試看；到後日來看，果然有變一百。
下到幾那日，猶原是按呢，知係個店主不只深信啦﹗心肝那貪，到路尾就
撿（khioh）到 100 塊；冓去下遐。到明阿載去看，毋那無加，含伊家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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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續無去。要久無死心，就冓去下一擺，隔日去看，猶原是無去；到這
時，就確知是被光棍詐騙去，那個人誠然不是狐狸，不過是知他們有看重
那個迷信，所以找這個縫來專吃他。404
從出刊時間看，＜日本的怪事＞應是臺灣在地報刊史上第一篇日本民間故事。
本篇點出人性常見的弱點﹕貪婪與恐懼，詐財者利用人對神仙鬼狐的迷信，對錢
財的貪婪，奸巧設局，逐步誘騙得手。假狐仙每次都讓店主得到所承諾的雙倍財，
待店主食隨知味墊高金額，立刻收網，消失地無影無蹤。這則鄉野奇談人物簡單，
篇幅短小，情節懸疑，頗有警世作用。全文沒有教義相關的字句，但是和基督教
所說人有罪性的教義呼應，佐證人性的黑暗面是不分宗教、種族和國籍，應是它
被選刊在以傳教為目的的宗教報刊上的原因。
二、＜岱岱的琴＞—愛爾蘭凱爾特神話
＜岱岱的琴＞收錄在《益智錄》(卷二）。＜岱岱的琴＞Tāi-tāi ê khīm 出自
愛爾蘭（Ai-ní-lân）凱爾特神話，敘述達奴神族（Tuatha de Danaan) 405 大格達
（Daghda)以魔法豎琴擊退佛摩族（Fomoire)406的神話故事407。譯作者稱這則故
事為「故典」﹕
抵早的國有真濟好聽的故事，講起早前的代誌，無人知偌濟是實的，愛爾
蘭是親像按呢。四仟年前有人會曉開礦，也會曉得來織布佮做真娞金的手
飾。尹會曉相刣，也會曉做律法。總是咱無都都知尹對搭落來，也無都都
知尹怎樣的經過。迦的人有留幾個好聽的故事，講起尹的王，尹的交戰，
佮尹的娞的婦任人。總是有經過迦久，遐的故事有相摻，有的是實在的，
有的是人所講的，咱不知都都搭落此個是對。此個故事是叫做故典。我所
欲講的故典是一個第一好聽的，是論岱岱的琴。408
敘述者以第一人稱「我」來敘事，首段簡介故事的背景，當時文明已經發展
到訂定法律，開礦、織布、製作精美手飾的程度。接著說到兩個種族之間的戰爭，
「就是講有兩號不止各樣的人抵愛爾蘭﹔一號有長佮烏的頭氋，冓烏的目晭，叫
佛摩（P u̍t- mô͘ ⁿ）人﹔尹抵交戰的時，介金光銅做瘦瘦的槍。冓一個是有金色的
頭氋，藍的目晭，冓鈍佮重的槍。」黑髮族佛摩人的銅製武器纖細精良，金髮族
404

《臺灣府城教會報》，光緒 12 年正月，第 7 張，頁 46。

405

池上正太著，王書銘譯 ，
《凱爾特神話事典》
，原著﹕《ケルト神話》
，台北市﹕奇幻基地，

2015 年，頁 132。
406

同上註，頁 56。

407

同上註，頁 127。

408

《益智錄》(卷二)，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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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槍鈍又重，但是金髮族的領袖岱岱卻有克敵制勝的神奇武器，就是一把木造
鑲上黃金寶石的琴﹕
迦個金色氋的人有一個大的頭人，伊也做祭師頭，叫做岱岱。此個岱岱有
一個奇怪的法術琴。此個琴看了真娞，真大到極，用罕有的柴做，也用金
佮寶石來裝搭（chng-thāⁿ）伊的弦線有真奇怪的調，只有岱岱會曉彈。人
去交戰的時，岱岱就備辦伊的法術琴，也用伊的手彈底線裡，此個交戰的
歌聲出來，逐個戰士穿衣的盔甲，企抵，大聲講，「出去相刣。」迦個人
交戰倒轉來的時，懨憪冓受傷，此個岱岱就冓提伊的琴來彈幾遍。此個調
透到空中，逐人昧記得伊的懨憪佮受傷的痛，就想伊得著贏的榮光，佮想
著伊的死的同伴，冓尹家己的婦任人佮囝仔攏平安。後來此個歌那大聲，
逐個戰士就記得尹只有得著贏是因為王的榮光，逐人就起來圍大的桌，提
伊的酒杯大聲講，「願王萬歲」。409
岱岱的琴能鼓舞戰士衝鋒殺敵，當他們受傷疲倦歸來，能撫慰他們的心靈，
讓他們再度奮起舉杯宣示獲勝。某一次大戰期間，佛摩人趁機潛入岱岱家中偷走
這把神奇的琴﹕
有一擺迦個佛摩人佮金頭氋的人得交戰，抵大交戰的中間，係時岱岱的厝，
無夠額通照常保護，佛摩人的頭人中，有的對牆過去偷提岱岱的琴做伊走。
尹的婦任人佮囝兒佮幾偌個兵相佮去。尹透冥走真緊，到尹厝抵交戰場真
遠。後來尹想穩當啦！尹就越（oat )入抵一間大筵席的廳，吊此個偷提的
琴抵牆壁裡。
岱岱佮二三個戰士對抵尹的後面近近。尹抵得呷的中間，門忽然開，岱岱
佮軍人入來。佛摩人幾偌個跳起來，尹要未提器械的逮先，岱岱對壁裡叫
伊的琴講，「我的琴啊，來！」
這個大的琴認得伊的主人的聲就跳離開牆，倏抵廳來掃過去，也害著踏
（that)抵路裡的人，跳到伊的主人的手。岱岱提伊的琴，也手彈迦個線，
大出聲大乍（chat)勝的調。此個琴就出法術流目潸的聲。迦個哀慘的調就
抵空中，迦個佛摩的婦任人厄頭（àⁿ-thâu﹕低頭 )哭到真悿（thiám ﹕累)，
迦個查甫人面越對邊阿去，迦個細漢囝仔亦得剉（chhoeh﹕發抖)。岱岱
冓摸此個線，一擺一個歡喜法術的調對琴出來。佛摩的肖年壯士，聽見歡
喜的調的時，就笑﹔尹笑到遐的杯擱落，遐的槍落下去，腳手軟糕糕（nńg
kau̍h- kau̍h)。

409

前引書，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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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岱冓摸伊的琴，總是真輕手。此擺所出的調親像抵夢，真活動，真好聽﹔
就是會睏去的法術的調。尹聽見係個，迦個佛摩的婦任人就穩阿按落尹的
頭殼睏去﹔迦個細漢囝仔就爬來尹老母的身軀，迦個老人頭殼擔擔
（tàm-tàm ﹕垂下)﹔青年的壯士撳（chhih)落去，目晭匱匱（khoeh-khoeh﹕
閉目)﹔一個也一個佛摩人睏去。
尹攏睏到重眠，岱岱提伊的法術的琴，佮伊的金頭氋的壯士暗寂輕輕阿走，
平安冓到尹兜。410
岱岱的琴能分辨主人的聲音，主人一召喚立刻飛到他的手上。岱岱先彈出哀
慘的曲調，佛摩婦人聞之低頭泣不成聲，孩子們渾身顫慄。接著，他彈出歡喜的
曲調，逗得年輕戰士笑到全身癱軟，所持的杯子、槍都掉落。最後，他彈出催眠
的音色，佛摩人一個接一個沉睡。岱岱的提著他的琴和壯士悄悄離開，平安到家。
文末配置問題與答案，討論這把琴彈奏以後的產生 7 種功用﹕使人壯膽、消
除疲勞、忘記痛苦、心得平安、使人憂傷、使人快樂，助人入眠。最後配上「金
句﹕我的心神啊，你得醒，琴啊！瑟啊！你得醒，我自己欲早早醒。」411出自大
衛所寫的詩歌《詩篇》第 108 篇 1-2 節，做為該篇學習的核心要義。大衛是以色
列著名的國王、英雄、詩人、樂手，他的琴聲能驅趕惡魔使人舒爽暢快412，與愛
爾蘭神話英雄岱岱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基督宗教是十分重視音樂的宗教，視祈禱與詩歌為神人溝通的重要方式。＜
岱岱的琴＞揭示音樂有強大的感染力，和《聖經》大衛的故事呼應。文末金句提
醒讀者，為人要敬虔儆醒，心靈和樂器合一，才是使用音樂的正確態度。
三、＜抹寶血抑沒＞—以色列逾越節傳說
以色列逾越節傳說＜抹寶血抑沒＞出自《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
Thian-lō͘ Chí-lâm Tùi sí ji̍ p o̍ah Hā-kòan 413 ，現存版本是 1921 年發行的，出版社、
譯作者皆不詳，未見(上卷)，但是(下卷)與(上卷)連頁，一共 208 頁。（封面見附
錄圖 7）（下卷）最後一頁＜忠告＞Thong-kò 向讀者邀稿，請看過《天路指南》
後得到救恩的朋友，將經過情形寄給《閩南聖會報》Bân-lâm Sèng-hōe-pò 主筆刊

410

前引書，頁 71-73。

411

同上註，頁 73-74。

412

詳見《撒母耳記》上第 16 章，14-23 節。

413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全書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824&page=1(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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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在報紙上，據此推敲本書應與《閩南聖會報》出自同一出版社。414《天路指南》
(上)(下)從 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都列在推介書目上。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是一本文體多元，以證道故事、福音教義為
主的文集，取材自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埃及、以色列。本書有證道故事
14 則，分別敘述逾越節的傳說、浪子回頭的故事、犧牲代贖之愛、面對死亡的
態度、信仰逼迫、魔鬼的控告、閱讀的功效。故事人物分佈在不同國家，貧富貴
賤男女老幼皆有，但以成人為主，唯一的兒童敘事就是傳說故事。全書不論從哪
個角度切入，不論篇幅長短，或論述或敘事或說明或題詩都緊扣著福音信息﹕世
人都犯了罪，耶穌是代罪羔羊，為人受死流血，耶穌的血洗清人的罪，祂從死裡
復活，接受祂的人可以出死入活，名字登錄在生命冊上，死後進入天堂。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的閱讀觀認為，朗讀有福音信息的書籍給別
人聽，是崇高的行動，是為上帝工作﹔向嬰孩朗讀的材料不受限於特別為嬰孩而
寫，可以使用遠超過他們識字程度的作品，打破成人讀物與兒童讀物的區隔。
逾越節的傳說故事＜抹寶血抑沒＞Boah Pó Huih Á Bē415是一則置中型證道
故事。全文旨在說明舊約時代以色列人抹羊血在門楣，逃避天使滅命之災。進入
新約時代，人類不再用動物的血，而是用信心靠耶穌的寶血除罪，接受的人就能
免於將來的刑罰。＜抹寶血抑沒＞的傳說如下﹕
早日猶太國有一個新色(sim sek﹕有趣 )的故事，夠額通做信徒的教示。
記得以前以色列人抵埃及頭一擺守搬過節(Pôaⁿ-kè choeh﹕逾越節 )，此暝
人人驚嚇，遵守上帝所吩咐的禮數去行。某家有一個細漢查某囝仔差不多
十歲，老爸年老無別的子，就一個查某囝仔做大子，按呢降災的天使那到
尹兜，佮伊不止有關係。此暝查某囝仔沒睏的時問伊的老爸講﹕「俺爹阿，
咱的門楣，門框(mn̂g-khiāⁿ）抹羊仔血抑沒？」老爸應﹕「抹好啦﹗」查
某囝仔就睏去。無偌久精醒問講﹕「抹血抑沒？」老爸應﹕「抹啦﹗」冓
睏去。無偌久搭嚇（tah-hiah﹕恐慌）精醒問﹕「抹羊抑沒？」幾那擺。
差不多欠幾那分久半暝，查某囝仔忽然著驚精醒，那擾疑那驚，求老爸得
抱伊出去，的確得親目看見有抹血迦安心。老爸趁伊，抱伊出，無打算門
楣，門框攏無抹血，查某囝仔冓加驚，目潸淬淬流。伊的老爸亦大驚，趕
緊親手去抹，尹啥事無抹？是因為係下晡伊的老爸吩咐奴僕去抹，無疑奴
414

閩南聖教書會 1908 年 2 月 26 日在廈門鼓浪嶼成立，專注出版廈門話拼音書刊，其中有 Seng

Hoe Po(The Amoy Church News)，與《閩南聖會報》Bân-lâm Sèng-hōe-pò 可能是同一份刊物。詳
見﹕黎子鵬著，李金強等主編，＜聖教書會與基督教在華翻譯出版事業＞《自西徂東—基督教來
華兩百年論集》
，香港﹕基督教藝文出版社，2009 年，頁 361。
415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頁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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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續昧記得。查某囝仔看見血已經抹好，不止安心歡喜，知穩當啦，就入
房安心睏，打死大子的天使來的時，看見有血就埌(làng﹕略)過去無入來，
查某囝仔通免死。416
本文的時空背景設定在第一個逾越節的晚上417。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受苦四
百多年，上帝派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固執心硬不讓他們離開，上帝降
下十災打擊埃及。最後一災，上帝要滅絕埃及地所有人的長子和一切頭生的牲畜。
在行動之前，上帝叫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在黃昏時宰殺羊羔，拿一把牛膝草，
蘸血塗在門框、門楣上做記號，所有人都不可出房門直到早晨。半夜，耶和華巡
行擊殺長子，見有記號就必定越過那門，滅命的就不進房裡擊殺他們。果然，到
了半夜，埃及全國上下家家戶戶大哀號，哭他們的長子、頭生的牲畜都死了，只
有照上帝吩咐去做的以色列百姓都平安無事。
這則傳說以四段式程度遞增的方式推高情節。人物簡單，只有一對父女，10
歲左右的女孩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被當作長子。第一個逾越節的晚上，女孩睡臥
不安，三次驚醒追問父親有無在門框、門楣上抹上羊血，父親總是說有。第四次，
差幾分鐘就到半夜，她忽然驚醒，更加懷疑恐懼，要求父親抱她出去親眼確認，
父親應她所求。父女出門一看大驚失色，女孩淚水直流，因為奴僕忘記父親的吩
咐，竟然沒有抹上羊血。父親趕在滅命天使來臨前親手抹上羊血，女孩這才放下
心安然入眠。女童不安的情緒在不斷追問中逐漸升高，最後一次進行確認達到情
緒與故事的高潮，女兒表現出高度的警覺性，相對地曝露出父親對上帝命令的輕
忽，攸關女兒生死的大事，只吩咐奴僕執行卻不去查核。女孩對上帝命令的看中
與執行到位，救了自己的性命，瞬間逆轉可怕的結局，謹慎又積極的形象躍然紙
上。

第二節 白話字民間童話與創作童話
通過《臺灣教會公報》譯介的世界性童話篇目有 3 篇，1915 年 9 月刊登在
《臺灣教會公報》上本土化改寫版的灰姑娘故事＜土炭阿＞(Thô͘-thoàⁿ-á)，以及
1929 年《益智錄》(卷二)收錄的＜仙佮做鞋的人＞(Sian Kap chòe- ôe ê lâng ) 譯
改自《格林童話》＜小精靈＞、＜一隻夜鳴雀＞(Chìt chiah Iā -bêng-chhiok) 譯改
自《安徒生童話》＜夜鶯＞﹔另外還有 2 篇仙子童話故事＜十個仙＞(Cha̍p ê Sian)
和＜好命的大厝＞Hó-miā ê tōa Chhù。本節先概述 2 篇仙子童話，再深入分析 3
篇世界性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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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頁 145-146。
詳見《出埃及記》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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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個仙＞、＜好命的大厝＞
(一) ＜十個仙＞
＜十個仙＞的譯作者皆不詳，敘述一個嬌生慣養的小女孩依蘿莎，長大後變成懶
婦，後來在大仙人和十個小仙子幫助下蛻變成殷勤能幹的賢婦。
有一擺有一個通疼的細漢囝阿，名叫依蘿紗。伊的老爸佮老母不止出力做
工來致到好額。總是尹真疼依蘿紗毋愛互伊做半項工，尹真憨(gōng）
，互
伊歸日𨑨迌(thit-thô)。到抵大漢的時，伊昧曉做半項，昧曉摒﹙piàⁿ）內面，
昧曉做康饋(khang-khè），只有會曉笑佮吟詩。總是伊是真鴣隹(kó͘ -chui﹕
可愛)，也歡歡喜喜互逐人疼伊。
依蘿莎的父母殷勤致富，他們十分寵愛孩子，不讓她做任何家務事，敘述者
以「真傻」評價她的父母。依蘿莎每天玩樂，只會笑和吟詩。她長得很可愛，大
家都喜歡她。依蘿莎長大所嫁的丈夫也很疼愛她，但因她什麼事都不會做，婚姻
生活面臨危機﹕
無偌久，伊嫁一人，也真疼伊，冓有一間家己的厝通料理。抵係時有真濟
項礙的代誌來。抵厝內伊毋知得怎樣做因為伊攏毋曾做工，伊試做真憪。
逐日杳昧過早啟就憪。一個差用的人來講：「這個欲怎樣做？係個欲怎樣
做？」依蘿紗只有講：「我毋知」這個差用的人，伊也假昧曉得，伊看見
伊的主人得坐無做半項，伊也貧殫坐得。
依蘿紗的丈夫真艱苦，無好的物通呷，也無照時，厝內看了濡漒漒(jû
chhiáng- chhiáng)。對按呢互伊真鬱卒，依蘿紗也鬱卒，因為伊愛逐項做
都好對。
後來有一日依蘿紗的丈夫欲出去的時不止朽氣﹔佮伊講﹕「無奇怪這間厝
這號款，你歸日坐得，手下踮你的衫阿帔（saⁿ-á-phè﹕衣襬飾）。」伊的
丈夫去的時依蘿紗嚎到真苦，因為伊毋愛互伊的丈夫無平安朽氣。伊愛厝
看了好勢。可憐代伊那悴講﹕「我愛我會做代誌到好勢。我愛我會做工，
我愛，我愛，我有十個仙來佮我做工，我就會治理這間厝。」
伊羅莎有一個幫傭，但幫傭看她什麼都不會做，也不知道怎樣做，就裝不會
跟著她閒坐。她的丈夫沒有好東西吃，三餐不定時，又見內務凌亂，心中鬱悶。
某天夫丈出門前非常生氣，責備她懶惰。丈夫出門後，伊羅莎痛哭失聲，自言自
語說自己也期望把家務做好，若有十個仙子來幫忙就能治好這個家。突然，出現
一個從頭到腳罩著灰色斗篷的大仙人，笑著問她哭甚麼？伊羅莎訴說自己的窘境
與期望。大仙人應她所求，搖動斗篷，忽然從中跳出十個比手指頭短的小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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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講迦個話的時，有一個大漢樸色的人企抵伊的面前﹔伊幪(moa﹕蒙披)
一領奇怪的樸色的衫對頭嵌(khàm)到腳。伊笑笑來講：「所疼的，什麼代
誌，你得嚎，覓代( mih-tāi ﹕什麼事)？」依蘿紗講：
「我是得嚎因為我昧
曉做麵包﹔昧曉摒內面﹔昧會做一針。我細漢的時毋曾學做工，今昧曉做
半項好勢，我愛我有十個仙來幫贊我。」
此個樸色的人講﹕「你今得欲有啦﹗」伊就搖伊的奇怪樸色的衫。忽然間
十個細的仙跳出來，無比爭頭阿(chńg-tháu-á ﹕手指頭)咖長。
大仙人要伊羅莎伸出她沒用的手來，然後一個一個唱名﹕「大拇指、食指、
中指、無名指、小指。」如此兩遍，小仙子應聲點頭。大仙人吩咐小仙子到伊羅
莎的手指頭藏好，免得被鄰居發現。小仙子先跳上伊羅莎的膝蓋，再跳到她的手
指頭迅速躲起來，大仙人便離去。
此個樸色的人講﹕「依蘿紗此個會做你的奴僕。尹是盡忠冓𠢕 (gâu)，會
照你所愛的來做逐項到都都對。總是此個厝邊那看見此個細的仙走來走去
抵你的厝，尹愛看，愛問，所以我欲佮尹收密。今伸出你的小隻無路用的
手。」伊羅莎伸出伊娞的紅的爭頭阿。此個樸色的人摸一隻，一隻的細隻
爭頭阿。伊摸的時叫名講﹕「細隻大甫拇( tōa-pō͘-bú﹕大拇指)，其材
(kí-cháiⁿ﹕食指)，中( Tiong-cháiⁿ﹕中指)，無名材(Bô-miâ -cháiⁿ﹕無名指 )，
尾材(Bé- cháiⁿ﹕小指)，細隻大甫拇，其材，中材，無名材，尾材。」伊
得講指頭阿名的時，此個細的仙用尹的細的頭殼佮尹點顁頭(thìm-thâu﹕
點頭)，逐個名有一個仙。此個樸色人講﹕「您(Lín﹕你們 )家己跳去密得。」
迦個仙跳來依羅莎的腳頭屋（kha-thâu-u ﹕膝蓋)，就跳到伊的手指，後
來速一個，攏去密抵伊的細隻紅的爭頭阿，逐隻爭頭阿有一個仙，也此個
樸色人就去。
伊蘿莎覺得奇怪，坐著看自己的無用的十隻手指頭。忽然，小仙子開始在手
指頭裡活躍，伊蘿莎跳起來動手和麵，做出上好的麵包。接著她拿掃帚打掃，動
手做各樣的工作，傭人也跟著她做，不一會兒就將家務料理妥善。
依羅莎坐得看，奇怪伊的細隻白的手佮十隻無路用的爭頭阿。總是忽然間
這個細隻爭頭阿就震動，這個細的仙踮內面昧定定，尹是震動，昧歇睏。
伊是震動，所以依蘿莎跳起來走到煮呷的桌，來提麵包板，伊提這個麵包
板的時，這個細的仙就做工﹔尹量麵粉，喬麵包，餪一塊，一塊來互尹發，
比你目晭睨一下卡緊。麵包做好是照你所愛第一好的。
後來迦個細的仙的爭頭阿介掃帚，一霎阿久互內面攏清氣。按呢歸日直直
做，依羅莎趕緊摸一項冓一項，也這霎的仙攏總做到都都對。這個差用的
人看見伊的主人做工，伊也來做工。看見伊逐項做到真好勢，就見誚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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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做的無一項好。
無一霎阿久厝內的代誌直直到了。依羅莎笑佮吟詩。這間厝無冓朽氣的代
誌。伊蘿莎的丈夫不止歡喜，就去四界佮逐人講﹔「我的嬤是一個𠢕理家
的人，我的老母也是一個𠢕理家的人，總是尹無一個會比得我的婦任人。
伊只有一個請工人，總是你看所做的工，欲想伊有濟濟差用的人親像伊的
手爭頭阿。」依蘿莎聽見按呢，只有笑，總是攏無佮別人講。
伊蘿莎打點好，就笑著吟詩。家裡整潔有序，丈夫很高興，到處去跟別人說
伊蘿莎比擅長理家的祖母和母親還能幹，雖然家中只有一個工人，可所完成的工
作卻像請了許多工人一樣。伊蘿莎聽見丈夫的誇讚只是笑，沒有告訴任何人十個
仙的秘密。
＜十個仙＞在文末配置三個問與答和金句，出自《聖經》
《箴言》6 章 6 節﹕
418
「懶惰人哪，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就可得智慧。」 ＜十個仙＞明示父母疼愛孩
子沒有訓練他們做事情是愚昧之舉，是在害孩子。伊蘿莎夫妻關係受挫後產生強
烈的自我改變動機，這時仙子才出現，正是自助然後才得人助和天助。雖有十個
小仙子內住，最後依然是靠她殷勤的雙手，親自勞動，以身作則，領導僕人一起
完成。這篇童話所指涉的教育對象不僅是給孩子更是給為人父母者。
(二)＜好命的大厝＞
＜好命的大厝＞譯作者不詳，作者以性格特質為人物命名，順著兩人對比的
行為模式鋪陳情節、定準結局。
有一個真好夏天早啟，都都日起來的時，兩人起身行路。兩個人是少年人，
總是一個是貧殫，一個是鼓力的人。
日都都到山裡，照抵一間山頂的大厝，目晭所看的到遠遠的所在，是奇怪
冓娞的大厝，攏總金金的塔光親像火燭(heo-chio̍h)，也窗阿光燁燁親像水
晶，此兩個少年人致意看伊，也愛卡近。
忽然間有物親像白佮金色的大隻迷蝶(bé-ia̍h)對遠遠(hn̄g- hn̄g)出來。來卡
近的時，尹看見是一個第一娞的婦任人穿浮浮飛的衫，幼親像蜘蛛絲，也
頭殼置(tì)一頂冕鎏真光，無知是鑽石抑是露水。伊企抵一粒大光冓金的
球，輕輕親像空氣，捲來捲去比風卡緊。伊對迦個人過的時，越伊的面佮
尹笑，講：「隊我」

418

見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新標點新標點和合本。http://puli.twfc.org.tw/link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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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夏天，日初之時，有兩個少年人結伴而行，一個是懶惰的人，一個是努
力的人。他們遠眺山頂一間奇特又美麗的大房子，金色的塔光如火，窗戶亮如水
晶。忽然遠處飛來一個美麗的仙女，身穿飄逸如蜘蛛絲的衣服，頭戴如露似鑽的
冕鎏，站在一個輕如空氣，快如旋風的大金球上，笑著對他們說話，邀他們來跟
隨她。
貧殫人坐抵草埔，吐一個氣講：
「我得好命迦按呢﹗」總是這個懇勤的人，
走追(jip)這個娞的婦任人，用手揪伊的得飛的衫阿裾，問講：「你是此誰
(chī-chūi）？你欲去搭落？」
此個娞的婦任人講﹕「我是一個好命的仙，係個是我的厝。你那愛，今阿
日會到﹔你那無怕損(phah-sńg) 時，就夠額通到。你那抵半暝時鐘昧摃路
尾下的時到，我欲接納你，也欲做個朋友。總是你那半暝後過一秒久，就
朽(siuⁿ)晚。
伊講這個時，伊的衫離開這個人的手，做伊去。此個懇勤的人趕緊到伊的
朋友遐，佮伊講仙所講的。此個貧殫的人笑笑，講﹕「按呢好﹗自然那人
有欲就會，總是欲攏總行係號路，昧，多謝﹗」伊的朋友講﹕「我欲去，
你請。」伊就起身對係條路向(ǹg)係間光光的大厝去，腳步大發自在，伊
的目晭直直看頭前。
懶惰人坐在草地上不動，努力的人追上仙女，揪住仙女的衣角追問她是誰？
往何處去？仙女告訴他，她是好命的仙人，那金碧輝煌的大房子就是她的家，如
果不怕花時間，在十二點鐘打完以前抵達那裡，她將接納他們入住，和他們做朋
友。努力的人告訴懶惰人這個好消息，懶惰人敬謝不敏，他不願走路。努力人立
刻眼看前方，邁開大步出發。
這個貧殫人倒落去，這個軟的草埔，冓卡致意看抵遠遠的塔，吐氣講﹕「我
是欠一隻好的馬。」都都係時伊知一項物燒燒得淬(chhoè)伊的肩頭，也聽
見細細的聲，伊越過頭去看，有一隻馬企抵遐，是真娞溫馴，也勇，冓有
馬甲裘(bé-kā-hiūⁿ）佮馬鞍。
這個貧殫的人講﹕「呼啦﹗福氣卡常是人無向望的時致得。」一霎阿久就
跳上馬，向前對好命的厝去。這隻細隻馬起先真儘(kín）
，無幾分久贏過係
個步行的人。
這個貧殫人對伊的朋友過的時，笑講﹕「你怎樣愛行？」這個懇勤的人只
有點頭也在在的腳步直直去，目晭看頭前。
懶惰人倒在柔軟的草地上，留意看遠方的塔，喃喃自語他只欠一隻好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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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立刻出現一匹溫馴又強壯的好馬，已經配備馬鞍、馬甲。他騎上去，不一會兒
就超過努力人的腳程，還嘲笑同伴怎麼選擇走路。努力人點點頭，繼續堅定向前
走。
這隻馬也直直行無剎，到下晝(ē-tàu）
，這間大厝的塔看見見，卡近，卡娞。
都都抵下晝這隻馬越對邊阿係條路去，入抵暗的樹林抵山頂就停腳。
馬就講﹕「𠢕的精牲，愛儘，倒慢﹔逐項代誌平常卡好。我欲學你來呷，
歇睏霎阿久。」伊就落馬，坐落去抵陰冷的青苔(chhi ⁿ-thî)，伊的胳胛
(ka-chiah)癱(the)抵樹裡。伊有點心抵伊的袋阿，呷了咖爽快。後來伊對抵
此個熱佮早早騎馬，知憪，所以就拖伊的帽阿嵌(khàn﹕蓋)伊的目晭去睏
一醒。伊講﹕「好睏一霎阿久就冓卡好行。」
真正有影睏﹗也伊夢照你所會想第一好聽的代誌。路尾伊有夢見伊有入這
個好命的厝接納伊赴大的座。伊所愛逐項的代誌有致得，也大琴，放炮來
恭敬伊，一個樂器真大聲，伊就醒。伊爬起來坐，揉(jê)伊的目晭，看見
一個炮就是日落第一路尾的日光，也這個樂器是係個行路的人經過樹林的
聲。
懶惰人騎的馬一直走到了下午，他清楚看到大房子上美麗的塔。突然，馬轉
向旁邊的路，走入陰暗的樹林，停在山頂。馬要學懶惰人吃東西，休息一下。懶
惰人只好下馬坐在陰冷的青苔上，背靠著樹吃點心，然後摘下帽子蓋在眼睛上小
憩。在夢中，懶惰被迎到大房子的上座，有樂器和鞭炮來恭迎他。一個大音樂聲
將他驚醒，原來是努力的人經過樹林，鞭炮的火花，竟是日落時最後一束光。
貧殫的人講﹕「到時得冓起身。」就坐伊娞的馬。差(chhe﹕找)無﹗只有
一隻老、瘦、樸色的驢近抵遐。這個人就叫，噴嗶阿，也找攏是無馬通出
來。後來就息去，無別項卡好的法通做，伊就騎這隻老，樸色驢冓再起身。
這隻驢是慢，艱苦行，總是卡好無﹔這個貧殫人，漸漸看見大厝的塔卡近。
此時那暗﹔這間厝的窗阿光照出來。後來那艱苦﹗這隻樸色驢那久那慢﹔
慢慢行到抵真暗的樹林的中央(ng )，伊停得企定定。伊的主人褒唆伊，罵
伊，打伊，伊也昧行伊一步。到路尾踢伊，冓打伊，也這隻驢檔昧調。伊
的後腳企起來，頭殼憩(chhih)落去，互這個貧殫的人抦對石頭阿地落去。
懶惰人想騎馬再出發，卻找不到那匹漂亮的馬，只見到一匹又瘦又老的灰驢。
任他怎樣吹口哨呼喚，依然不見馬蹤，無奈之下只好騎驢。天色更暗，大房子的
窗戶透出光來。驢走到樹林中央就不動，不論他怎樣誇它、罵它、打它、踢它，
不走就是不走。懶惰人再打驢，驢受不了，低下頭抬起後腳，將懶惰人翻倒在石
頭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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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踮遐吐氣，我實在佮你講是因為無一個軟的所在，伊真愛有軟冓燒的眠
床，互伊酸軟的骨頭踮毯阿內卡平安。都都這號的思想，互伊記得好命的
大厝，因為伊知抵遐的確有好的眠床，愛致得遐的眠床，就企起伊受傷的
腳手，坐起來四界撒(sa )伊的驢。找無驢﹗這個貧殫的人爬來，爬去抵伊
簸倒的所在﹔伊的手去杈得遐個樹頭，面去匱得(kùi-tio̍n﹕碰到)莿阿，腳
頭屋鍾(cheng﹕撞擊) 對石頭落去總是找無驢。伊愛冓倒落去睏就聽見吆
的豺狼抵樹林得吼，毋是好聽的聲。路尾伊的手磕得有物，知是親像馬鞍。
伊真感謝也去騎伊的驢。伊所擒(khî ⁿ)得的精牲親像不止細隻，也伊去騎
的時伊知伊的巴肚邊澹澹黏黏，互伊驚一個，就躊躇。
懶惰人在那裡嘆氣，因為沒有地方是軟的，他希望有個溫暖的軟床榻可以躺
下，蓋上毯子好讓他痠軟的骨頭得到平安。這個念頭使他想起大房子裡有舒適的
床，他舉起受傷的手腳，坐起四處找他的驢，都找不到。 他手、臉、膝蓋分別
被樹、莿和石頭弄傷。他想躺下去睡，卻聽見狼發出飢餓的嚎叫。後來他的手碰
到東西，像是馬鞍就騎上去，發現牲畜的肚子濕濕黏黏，心驚躊躇。
總是底係時伊聽見遠遠的時鐘摃十一點，猶久有夠額是通抵好命的厝。所
以伊爬上伊的新的精牲冓騎一擺。這隻精牲是比驢卡好坐，伊的鞍親像真
高抵後面，真好躺(the)。總是驢無迦慢，一霎阿久了後，伊直直行出抵樹
林，入抵一塊空地大厝，看見只有頭前冓一塊阿。攏總的窗阿有燈的光。
光線照到抵貧殫的人的精牲。伊看見伊所騎的，是一隻大隻的陸螺(Lō͘-lē﹕
蝸牛)親像牛阿仔遐大。這個貧殫人的身軀，震(chùn﹕發抖)到會冷起來，
也伊愛儘儘離開伊通驚的物，總是都都係時時鐘冓摃一擺，就是得指半暝
頭一個長長，慢慢的摃。這個人聽見按呢續狂，就用伊的腳後脛(kha-āu-kìⁿ)
歃(sak)陸螺的雙屏邊互伊卡儘。陸螺連鞭勼伊的頭，捲抵伊的殼內，互這
個貧殫人柴柴坐抵土腳裡。
十一點鐘響時，還有足夠的時間走路到大房子。但他就是要騎牲畜，這牲畜
比驢還慢，它的鞍向後窿起，很好躺。牲畜走出樹林到有一塊空地的大房子，所
有的窗有燈光，光線照出懶惰人所騎的是跟牛仔一般大的蝸牛，他渾身打寒顫。
十二點鐘第一下響起，他用腳後跟催促蝸牛快走，蝸牛頭立刻縮進殼裡，動也不
動。
這個時鐘摃兩下，貧殫的人那走，猶久會到這間厝。總是毋是按呢，伊坐
得，大聲直直叫馬。伊哭講﹕「精牲，精牲﹗有什麼好的精牲，通載我到
大厝。」時鐘摃三下，都都抵得摃的時，有物颯颯吼對暗的所在出來，有
影親像馬佮馬甲韁(bé-kā-kiuⁿ)。這個貧殫的人跳上去一個真奇怪的低低
(kē-kē)的胳胛。伊騎的時，看見大厝的門開得，伊的朋友企抵戶榳搖伊的
帽阿，得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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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鐘摃四下，這隻新的精牲迦行動﹔摃五下的時伊行進一步﹔摃六下的時
就停﹔摃七下的時行倒退，倒離開大厝。這個貧殫的人大聲叫，打伊，總
是精牲慢慢行倒退。時鐘摃九下。這個人試看欲起來，總是逐屏伊的奇怪
的精牲的大舉手伸起來擒匼匼(khíⁿ ân-ân﹕抓緊緊)，冓一擺月光對雲裡出
來，伊就看見所騎的是一隻蟳(chîm)。
一擺過一擺燈的光對大厝的窗阿照出來。時鐘摃十下，這隻蟳行對後面去，
十一下﹗蟳冓對後面去，時鐘摃十二下，大門扣﹗關落去，也這個好命的
大厝是永遠關佮貧殫的人無關涉。
伊佮伊的蟳怎樣到今阿日無人知，無人要緊。總是這個懇勤的人致得好命
的仙接納伊，也致得福氣抵大厝，照伊所愛踮的久。也對這霎了後，仙常
常做伊的朋友，毋那照顧伊家己歡喜，冓教示伊不論去什麼所在，怎樣來
幫贊別人。
第二次鐘響，懶惰人下來走也都到得了，但他還是一直叫馬來，哭喊著找牲
畜來載他。第三次鐘響，有東西颯颯作聲從暗處出來，像馬和馬韁，他立刻跳上
一個奇怪的低低的肩胛。他在騎時看見大房子的門敞開，朋友站在門前向他搖帽
子致意。
第四次鐘響，牲畜才行動﹔第五次鐘響，走一步﹔第六次停住﹔第七下，倒
退離開大房子。懶惰人大喊，並且打它，它還是慢慢倒退。第九下，懶惰人想起
來，卻被它舉起的大手緊緊抓住。月光從雲中照出來，他發現自己騎的是一隻大
螃蟹。接下來每一次鐘響，螃蟹就再往後退。第十二響結束，大門永遠關上，懶
惰人錯失良機。努力的人已經住在美屋，有仙女照拂，過上好日子。仙女不但照
顧努力的年輕人，還教育他不論到哪裡，都去幫助人。
全文末尾搭配問答與金句《箴言》6 章 10 節﹕「冓睏霎阿久，拄腳坐霎阿
久，您的喪饗就親像強賊緊緊來。」(Koh khùn tiap-á-kú, tuh-ka-chē tiap-á-kú，phō
chhiú the tiap-á-kú, lín ê sòng-hiong chiū chhin-chhiūⁿ kiông-chha̍t kín- kín lâi.)419本
文示意讀者腳踏實地，專注目標的人才有好結局﹔懶惰的人欲速則不達，錯失良
機，貧窮與缺乏快速來到。
＜好命的大厝＞以懶惰人為主的情節屬於四段式遞減的模式，從馬到驢、蝸
牛、螃蟹，愈來愈慢，最後倒退走。時間愈逼近，動作愈慢，懶惰人依然故我不
肯步行，情節安排很有張力。人物刻劃生動立體，敘事細膩，有文學性、教育性
419

原篇寫成《箴言》6 章 10 節，但新標點和和本是 10-11 節﹕「再睡片時，打盹片時，抱手躺

臥片時，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你的缺乏彷彿拿兵器的人來到。」
，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2019.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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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兒童性，本身並無宗教性，只是做為詮釋經文的例證。
二、＜灰姑娘＞﹕＜土炭阿＞
灰姑娘是一世界性的民間故事，從古至今在不同的國家和族群中都可以發現
灰姑娘的蹤影，民間故事 AT 分類法將它編為 510A420。世界性的民間故事原始作
者往往無從追溯，通常不只一人，是一種匿名性的集體創作。民間故事憑口耳相
傳，在傳播過程中或因記憶力不足導致缺漏，或為了製造聽與說的娛樂效果予以
誇飾，加上各地的習俗、風土、文物不盡相同，變異是必然的結果。經過採集、
記錄、潤飾的文字文本，和原先的口傳文本已經有部份差異。之後，再經翻譯、
改寫、編輯、出版，不斷地衍生出來各種異本。1950 年華 德 迪 士 尼 推 出 廣 受
喜 愛 的 卡通版，灰姑娘故事進入影音傳播的時代。
「灰姑娘」在世界上以文字、
圖像、音樂、戲劇各種形式的存在不下於 1500 種。421民間故事的變異性充份展
現出人類豐富的創造力，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價值觀，通過異本的比較，更容易見
出各自的特色。
《臺灣教會公報》1915 年 9 月，第 366 卷，11-12 頁刊登了白話字灰姑娘故
事＜土炭阿＞， 篇末註明是翻譯(Hoan-e̍k)作品，但譯者未署名，也沒有說明譯
自何處？筆者選取歷史上著名的幾個版本，從女性的形象、救助系統、數字符號
上做比較，了解背後投射的價值判斷、社會關係、文化崇拜和禁忌，分析＜土炭
阿＞的特色。數字符號之所以納入觀察比較的項目，原因在於數字符號著隱含各
民族的文化崇拜和禁忌，這種思維活躍於意識和潛意識之中。
陳汝東在《新興修辭傳播學理論》提到「數字語音迷信」的現象，他認為在
自然語言符號運用的過程，由於生活經驗、民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影響，人們會
對某些數字、語音產生聯想，賦予神祕色彩。人們會崇拜帶來美好聯想的數字語
音，避諱引發兇惡聯想的數字語音。陳汝東稱之為數字語音「迷信」並非取貶低
或否定態度，只是想表達其沒有科學道理的一面。422在《聖經》裡可以找到這樣
的例子，7 是完全的數字，666 是可怕的數字。《創世記》第 1-2 章記載上帝用 6
天創造宇宙萬物和人類，第 7 天安息。神賜福給第 7 天，定為聖日。7 代表不斷
循環往復完整的數字。
《啟示錄》第 13 章預言將來有「獸」與聖徒爭戰，不拜獸
的人都被殺害，獸的數目是「666」，因此相信末世預言的基督徒對「666」有所
防備。

420

金榮華，
《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上冊)，台北縣新店市﹕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7 年，頁 184。

421

蔡佳叡，＜穿越時空的灰姑娘— 灰姑娘型故事的比較與探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6 年 6 月，頁 12。
422

陳汝東，《新興修辭傳播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10 月，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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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數字語音的崇拜和避諱並非毫無科學的根據，例如﹕人類的生殖無法靠單性
繁殖，必需男女二人的細胞結合才能繁衍下一代。在華人中特別是臺灣地區民眾
的婚姻習俗中以 2 的倍數(4 例外，與死諧音)為尚，其實是遵從自然律的化約符
號。文學是人民表達喜怒哀樂，恐懼和渴望的形式之一，自然投射出創作者(不
論是集體或個人)的數字語音崇拜和忌避，分析這部份有助於了解背後的民族文
化心理，所以在灰姑娘研究中納入這個部份。以下按中國的＜葉限＞、義大利的
Cenerentola(Zezolla)、法國的 Cendrillon 、德國的 Aschenputtel、臺灣的＜土炭阿
＞逐步做分析。
（一）中國＜葉限＞
從文獻記錄來看，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故事＜葉限＞出現在九世紀中葉，
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陽雜俎》續集，卷一，支諾皐上423。段成式（803~863 年）
，
424
字柯古，祖籍山東臨淄。段成式能詩善文，曾與溫庭筠、李商隱齊名。 ＜葉限
＞是段成式從老家的人李士元口中聽來的壯族(僮族)民間故事。李士元為邕州洞
中人，古邕州今稱南寧，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首府。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設定在
秦漢以前(西元前 3 世紀)，在南方沿海有洞穴地形、海島的地區，當地有淘金(或
鈎金點翠)業和土著居住。葉限「衣翠紡上衣，躡金履」，金履「其輕如毛，履
石無聲」。在韓非子、左傳中都有以翠羽為衣和輯翠羽裝飾器物的紀錄，425與李
士元傳述的故事時間相符，若以此推算，＜葉限＞出現的時間距今約二千三百餘
年。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
葉限。少惠善淘（一作鈎）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
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 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
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
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
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
「爾無勞乎？吾為爾新其襦。」
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
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
藏其骨於鬱棲之下。

423

段成式，《酉陽雜俎》
，臺北市﹕源流，1982 年，頁 200~201。

424

生年不詳，約在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 年)或稍後，見＜前言＞，頁 3。

425

侯文華，＜漢畫像石「射鳥圖」考論＞《新亞論叢》第 17 期，新亞論叢編輯委員主編，臺北

市﹕萬卷樓，2016 年，頁 115。
149

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粗衣，自天而降，
慰女曰： 「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
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
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
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為洞人所得。
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
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
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
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
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
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
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
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為飛石
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為媒祀，求女必應。陀
汗王至國，以葉限為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
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徵卒叛時，將
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
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劉曉春在＜仙履奇緣—「灰姑娘」故事解析＞一文指出灰姑娘的故事之所以
會在世界上流傳歷久不衰的原因在於，繼母虐待前妻子女這一人類劣根性的長期
存在﹔人心同情受苦的少女，並揭示出一條通過美滿的婚姻，脫離困境的生活哲
理。426＜葉限＞本文有三個主要的情節單元，兩個次要情節除了劉曉春所說的＜
神魚相助＞、＜洞節奇緣＞、＜以鞋驗婚＞，還有＜神魚報恩＞、繼母、陀汗王
的＜貪婪失寶＞，但是由前三項微調責成的＜神奇相助＞、＜節慶姻緣＞、＜以
鞋驗婚＞才是＜灰姑娘＞眾多異本中的主旋律。
葉限「少惠善淘（一作鈎）金」，「惠」427有仁愛、施恩予人、聰慧、柔順、
美好之意。她年輕且心靈手巧、善良愛物。她衣翠紡，躡金履，色若天人。她有
德、有才、有美貌。她的幫助來自從天而降被髮粗衣的人和神奇的魚骨，也就是
靈界和水中生物。魚先受惠於葉限以餘食悉心飼養，化為魚骨後顯出神奇的能力。
繼母殺魚，藏骨於鬱棲之下，後來和親生女都被飛石擊死，所埋的石坑人稱「懊
女塚」。她們死後繼續贖罪，扮演有求必應的媒婆。
426

劉曉春，＜仙履奇緣—「灰姑娘」故事解析＞《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劉守華 主編，武

漢﹕華中師範大學，2006 年，頁 547-557。
427

說文解字惠的解释 – 漢典 https://www.zdic.net/hans/%E6%83%A0(2019.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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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以 1 和 2 為主要的數字，其次是十、百、千，如﹕娶兩妻，一妻卒﹔一
姐，一妹﹔一鱗二寸餘、魚已長丈餘﹔遺一隻履，足小者履減一寸﹔去洞節一次、
前後兩次衣翠紡上衣，躡金履﹔一年、一夕。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珠百斛藏
之。
(二)義大利 Cenerentola(Zezolla)
歐洲的灰姑娘最早的文獻記錄見於義大利， 1634 到 1636 年間吉姆巴第斯達．
巴希爾(Giambattista Basile，1566~1632 ) 陸續出版用那不勒斯方言寫成的 Il
Pentamerone ，或稱 Lo cunto de le cunti（《故事的故事》），前後共 5 卷。428 Il
Pentamerone 裡面有許多直到如今仍然廣受歡迎的故事，Cenerentola （灰姑娘）
是其中之一。直到 1747 年《故事的故事》合集才首次以意大利語出版，1846 年
有德語版，1848 年有英語版。
1847 年約翰．愛德華．泰勒 (John Edward Taylor)的第一個英文譯本只包括
最受歡迎的故事，並在符合當時的道德標準下，做了進一步的編輯。從 1850 年
泰勒翻譯的 Cenerentola (An ItalianTale)來看429，受虐繼母虐待的少女本名叫蕊柔
拉 (Zezolla)，在父親娶了第二位繼母後才有(Cenerentola)這個綽號。原文有前言
後語，後語對人性與故事結局的提出異議，在此暫略。筆者意譯故事內容如下，
便於比較﹕
一個王子喪偶後為獨生愛女蕊柔拉聘請一位保母，保母教她製作練環、針
織和點蕾絲的工藝，以無可言喻的慈愛待她。
王子再婚後，帶給妻子一個邪惡的翡翠，她開始向蕊柔拉變了臉色，惡眼
相向，蕊柔拉恐懼又悲傷，她經常向保母訴苦，期望慈愛的保母成為她的
母親。保母被邪惡的小鬼 Mazzamauriello 蒙蔽，教唆她誘騙後母到衣櫥
裡的大櫃子找舊衣服，趁後母在裡面搜尋時，鬆開幫忙支撐的手，讓箱蓋
落下，壓斷後母的脖子，製造意外死亡的狀況。待殺死後母後，再說服父
親娶保母為妻，保母應允將會鍾愛她如眼中的瞳仁。
當蕊柔拉完全照做後，父親和保母舉行婚宴和舞會時，一隻鴿子飛到窗外，
428

Heidi Anne Heiner，“The Quest for the Earliest Fairy Tales: Searching for the Earliest Versions of

European Fairy Tales with Commentary on English Translations ” Page created 1/2007; Last updated
9/9/09 詳見網站﹕SurLaLune Fairy Tales 網址﹕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 (2019.8.26)
429

Basile, Giambattista. The Pentamerone, or The Story of Stories. John Edward Taylor, translator.

London: David Bogue, 1850. http://www.surlalunefairytales.com/cinderella/stories/ceneren.html
(20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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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息在牆上告訴蕊柔拉，假使渴望得到任何東西，可以送消息給薩丁尼亞
島430的鴿仙。蕊柔拉沒過幾天好日子，保母就露出真面目，一心幫助自己
的六個女兒討好父親，蕊柔拉很快就失去父親的寵愛和日常優渥的享受，
從此身穿圍裙，手持烤肉鐵叉，在廚房與爐灶邊過著勞碌卑賤的生活，還
被改名叫做 Cenerentola431( 煤灰風扇)。
某天，蕊柔拉的父親要到薩丁尼亞辦事，先詢問女兒們希望他帶回的禮物，
蕊柔拉告訴父親，請鴿仙送些東西給她。父親記得保母六個女兒的禮物，
唯獨忘了親生女兒的事，結果船隻被神秘的力量困住無法返航，船長夢中
得到仙子指示因父親背信所致，父親羞慚地走向仙窟，一位美麗的少女走
出來，給蕊柔拉四種物件﹕一棵椰棗樹、一把鋤頭、一個純金的水桶和一
條絲巾，並轉告蕊柔拉要快樂、有善心、她是被愛的。
蕊柔拉喜出望外，將椰棗栽在美麗的花盆，用鋤培土，提金桶澆水，早晚
以絲巾擦拭葉片，待樹長到女人般高，從中走出一個仙子，教她口訣﹕「我
的小椰棗，我的小黃金樹，我用黃金鋤頭鋤你，我用黃金桶子澆灌你，我
用銀絲巾擦乾你，現在脫去你，快快裝扮我。」只要對著花盆說想要的就
可以得到的。
保母的女兒們打扮好去參加宴會，蕊柔拉留在家，她立刻對著花盆說出口
訣，瞬間盛裝如王后，騎在女用小馬上，由十二個聰明的男隨從陪同出席。
當她走進舞會，美得令姊妹們嫉妒。國王親臨會場，發現她後驚為天人，
下令問出她是誰？住在哪裡？僕人跟蹤她，她在地上扔了一把皇冠碎片，
僕人點亮燈籠熱切地撿拾竟忘了所以。蕊柔拉先到家脫去華服，姊妹們才
回來，為了激起她的苦惱和嫉妒，她們告訴她所有見過的美好事物。王僕
回報，國王大發雷霆，命令在下一次宴會找到她的所在。
第二次宴會，蕊柔拉一樣被留在家，她用同樣的方法，立刻出現 8 個年輕
的處女，分別帶著鏡子、南瓜水、梳子、髮捲、胸針、裙子、斗篷、衣領
幫她打扮，直到她光芒四射，美麗如太陽，隨即坐上六匹馬拉的四輪大馬
車，由身穿制服的馬伕和隨從護送。她的出現震驚了姊妹們的心，國王的
胸中燃著愛火。蕊柔拉再度離開時，王的僕人依樣跟蹤，她丟下一把珍珠
和寶石，誘開僕人，順利回到椰棗樹前。國王得到回報怒責僕人，警告他
再不知結果就要對他拳打腳踢。
第三次宴會舉行時，被打扮成王后的蕊柔拉坐上僕役簇擁的金馬車，姊妹
430

Sardìnia，位置在地中海西部，義大利半島的西南方，是地中海的第二大島，僅次於西西里。

431

Cenerentola 可能是義大文﹕cenere(煤灰)和 ventola(風扇)兩字連讀後產生的的合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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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像之前一樣嫉妒。她要離開時，王的僕人緊貼著她的馬車不停地追趕，
瞬間爆個蹄溜，蕊柔拉掉了一隻拖鞋。國王拿著拖鞋讚嘆其美麗，他下令
全國的女人來參加宴會，然後在他面前輪流試鞋，但國王很失望，他再度
要求不要留下任何一個女孩在家，明天再來赴宴，蕊柔拉的父親向國王承
認，家中確實留有一個女孩，但她總是在爐邊，實在不夠格坐下來吃飯。
國王要求讓她來，而且必將她列在名單的首位。
第二天的宴會，蕊柔拉一出現，國王印象中就是她，待宴會結束要試鞋時，
蕊柔拉一靠近，鞋子就像鐵飛向磁鐵，自己飛到蕊柔拉腳上，國王跑向前
緊緊抱住她，連忙立她為后。她的姊妹們滿懷嫉恨地惦著腳尖，悄悄溜回
母親身邊。
剛開始讓義大利的灰姑娘受苦的只有繼母一人，灰姑娘聽從保母的詭計犯下
謀殺罪，瞬間從被害人變加害人。父親娶了保母，入門不久保母就露出真面目，
加上六個繼姊妹的爭寵，原本寵愛她的父親也變得漠視她的存在，灰姑娘的痛苦
與壓力比從前增加好幾倍。
灰姑娘故事的加害者和幫助者都是女性。神奇的幫助者來自遠方鳥嶼上的靈
界、鳥類和植物。薩丁尼亞的鴿仙以鴿子當信使傳訊，蕊柔拉獲得椰棗、鋤頭、
金桶、絲巾等物質性的禮物，還有精神鼓舞和教育指引。鴿仙要她快樂、善良，
因為她是被愛的，並且要她悉心培植椰棗，待椰棗慢慢長成女人般高，改變人生
困局的契機就出現了。鴿仙利用園藝陶冶蕊柔拉的品格，訓練她保持善良快樂的
健康心態，學習忍耐等待，變成身心成熟舉止細心溫柔的女人。鴿仙的吩咐反映
出本篇崇尚快樂、善良、耐心、愛與被愛的美德。
整個故事共有 6 個宴會，國王一共舉辦 5 次舞會(後兩次試鞋舞會)，灰姑娘
在第 3 次(按故事順序為第 4 次)參加國王舉辦的宴會時才丟失拖鞋。灰姑娘的父
親是王子，她嫁的是國王，位階在父親之上。故事結尾沒有敘述繼母與姊妹們的
發展，留給讀者想像。人物、情節與葉限相較膨脹許多。
義大利灰姑娘主要以 2 的倍數鋪排情節和人、事、物的數量，如 2 個繼母、
6 個姊妹、4 件禮物、12 個聰明的男隨從、8 個幫忙打扮的年輕處女、6 匹馬拉
的 4 輪大馬車、2 次誘開僕人、2 次試鞋宴會、第 4 次宴會丟失拖鞋、第 6 次宴
會故事完結。義大利的民風類似華人重視家庭與家族的關係，民間集體創作者顯
然偏好 2 的倍數，寄寓著美滿、倍增、繁盛的美好想像。
(三)法國 Cendri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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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與義大利接壤，緊臨地中海，和義大利及薩丁尼亞島有地緣的關係。法
國的灰姑娘是由「法國兒童文學之父」夏爾．貝洛 (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
在喪偶後父兼母職，為了娛悅自己的孩子才輯錄民間流傳的故事進行「再創造」。
貝洛畢業於法國里昂大學法律系並擁有律師資格，43 歲被選為法蘭西學院
院士。55 歲他從公職退休，開始撰寫童話民間故事。他分別用韻文、散文進行
記錄、編輯和改寫。1691 年韻文故事《葛麗瑟莉蒂絲》出版。1694 年韻文故事
集《民間故事》﹕＜葛麗瑟莉蒂絲＞、＜驢皮＞、＜愚蠢的願望＞。1694 年以
他的幼子彼埃爾．貝洛．達曼克爾的名字(在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在荷蘭出版，
有 8 篇散文故事﹕＜森林中的睡美人＞、＜小紅帽＞、＜藍鬍子＞、＜穿著長靴
的貓＞、＜仙女＞、＜珊朵麗昂＞、＜鬈髮里克＞、＜小拇指＞。1697 年《附
有教訓的古代故事》無署名在巴黎出版，內容合併《民間故事》的 3 篇韻文，及
上述曾在荷蘭出版的 8 篇散文。432因此，貝洛版的灰姑娘＜珊朵麗昂＞1694 先
在荷蘭登場，3 年後才在法國現身。貝洛版的灰姑娘晚了義大利巴希爾的灰姑娘
約 60 年，貝洛的取材有可能受到巴希爾《故事的故事》影響。
《貝洛民間故事集》的＜珊朵麗昂＞433只是綽號，沒有本名。貝洛的灰姑娘
沒有義大利 Cenerentola(Zezolla)聽從保母之計害死繼母，然後說服父親娶保母，
又受到保母(第二個繼母)虐待的情節。珊朵麗昂是貴族的女兒，她和母親一樣善
良溫柔。母親死後父親再娶，繼母和繼姊妹生性傲慢。繼母把家中最髒最累的工
作給她做，父親站在繼母那邊，不聽她訴苦反而責罵她，她只能裹著破棉被睡在
家裡最高的閣樓。每次做完工作她總是坐在壁爐旁的灰上，所以大家都叫她灰屁
股 (鳩珊朵隆)，繼母的小女兒叫她灰姑娘 (珊朵麗昂)。
某天，王子舉辦舞會，邀請全國有身分地位的人來參加。她幫忙兩個姐姐
梳妝打扮，目送兩個姐姐出去參加舞會。當她在家中哭泣，仙女教母出 現幫助
她。她按指示去院子取來 1 個大南瓜，仙女的棒子一點變成 1 輛 4 輪馬車。仙女
又將第一個捕鼠籠的 6 隻小白鼠變成 6 匹駿馬，再從第二個捕鼠籠裡 3 隻肥大的
老鼠中，挑出髭鬚最漂亮的那一隻變成車夫，6 隻蜥蜴則變成侍從。仙女用仙女
棒在珊朵麗昂身上輕觸，立刻出現光輝燦爛的衣裳。仙女還送她一雙玻璃鞋，吩
咐她 12 點以前要離開舞會，不然一切會恢復原狀。
珊朵麗昂的美麗教王子著迷，令兩個姐姐吃驚，就算珊朵麗昂向她們招呼、
432

見貝洛著，齊霞飛譯，杜雷插圖，＜童話和民間故事的結晶＞《貝洛民間故事集》
，臺北市﹕

志文，1997 年，頁 1-5。該版共 10 篇，無收錄＜葛麗瑟莉蒂絲＞，將＜驢皮＞、＜愚蠢的願望
＞改成散文。編序﹕＜森林中的睡美人＞、＜小紅帽＞、＜藍鬍子＞、＜穿著長靴的貓＞、＜仙
女＞、＜珊朵麗昂＞、＜鬈髮里克＞、＜小拇指＞、＜驢皮＞、＜愚蠢的願望＞。
433

同上註，頁 10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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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王子給的橘子和檸檬竟認也出不她來。第一次舞會珊朵麗昂提早離開，第二
次匆促離去時掉了一隻鞋。二、三天以後，王子宣布他要和穿得下玻璃鞋的小姐
結婚，派官員出去試鞋找人。珊朵麗昂的兩個姐姐勉強擠也擠不進去，珊朵麗昂
想試鞋時還被姐姐嘲弄一番。當珊朵麗昂套上玻璃鞋，接著拿出另一隻來，仙女
用仙女棒觸碰她的衣服，立刻變成無比高貴華美。兩個姐姐跪求她原諒過去的虐
待，她請姐姐站起來，並吻著她們，很願意忘掉過去，從此一起和睦生活，還讓
他們一起住到宮中，在同一天將兩個姐姐嫁給兩個宮廷的大貴族。
法國的灰姑娘情節較義大利版精簡，沒有殺害繼母的罪行、削足適履的血腥。
「嫻淑才是仙女最真實的禮物。」貝洛在教訓部份強調美德遠重於美貌﹕若從基
督信仰的觀點來看，除了教母這個身份與教會有關，通篇幾乎沒基督信仰相關的
文字，但故事的結局充分顯露耶穌基督饒恕別人、愛仇敵的精神。在教會文化裡，
教父母類似無血緣關係的義父母，有教育和保護教子女的職能。珊朵麗昂的幫助
者來自有神奇力量的仙女教母，其實暗指幫助者就是教會裡有愛心、有智慧能力
的人。12 點的禁令意味著享樂和縱慾之間的界線，逾越界線一切美好的事物都
將走向崩壞，女性的嫻淑美德包括節制。
法國灰姑娘故事的是以 1、2、3 的倍數為組合。1 個繼母、1 個南瓜、1 輛
車、1 個車夫、掉了 1 隻鞋。2 個姐姐嫁給 2 個貴族、2 個捕鼠籠、2 次舞會、仙
女出現 2 次。3 隻肥老鼠、4 輪大馬車、6 隻小白老鼠、6 匹駿馬，6 隻蜥蜴、6
個侍從、12 點鐘。王子在 2、3 天後宣布結婚對象的條件，並差人開始找尋。
(四)德國 Aschenputtel
德國格林兄弟的父親是律師，祖父與曾祖父是加爾文派的新教牧師。格林兄
弟從 1806 年起開始收集童話，1812 年出版第一集，包含 68 篇童話故事，之後
內容不斷擴充，多達 211 則。這部文集名為《兒童與家庭童話集》（Kinder- und
Hausmärchen）
，通稱為《格林童話》
。1812 年到 1864 年間再版 17 次，有 7 次完
整版，10 次兒童簡易版（含 50 則故事）。434格林兄弟從村裡裁縫師的太太威曼
寧（Viehmännin，1755-1815）又稱「尼德茲威任（Niederzwehren，小鎮名）的
童話太太」口述記錄到＜灰姑娘＞的故事435。此時，已經晚了貝洛的＜灰姑娘＞
一百多年。
德國灰姑娘(Aschenputtel)的父親是一個富翁，妻子臨死前對女兒說﹕「親愛
434

＜作者簡介＞、＜插圖者簡介＞，格林兄弟(Jacob Grimm & Wilhelm)著，奧圖．烏伯鏤德(Otte

Ubbelohde) 繪，徐珞、余曉麗、劉冬瑜譯，
《格林童話故事集》
，臺北市:遠流，2017 年。遠流版
為德文第七版定稿。
435

同上，第一集，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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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你要虔誠、善良，這樣，仁慈的上帝就會永遠幫助你﹕我也會在天上向
下望著你，陪伴在你身邊。」436，母親死後女兒「一直很虔誠、善良」。從開頭
就可以知道故事將在基督信仰的原則下發展。
灰姑娘的後母有兩個女兒，她們臉蛋白淨、漂亮但內心又黑又狠。她們欺侮、
嘲弄灰姑娘，帶她進廚房從早到晚做粗工，故意把碗豆和扁豆到在灰裡，要她一
粒一粒挑出來。灰姑娘沒有床睡，只能躺在灶邊的爐灰裡。因為一天到晚渾身是
灰，所以家人給她取個綽號「灰姑娘」。
有一天，父親去望彌撒，問女兒們要甚麼，繼女要漂亮的衣服和珍珠寶石，
灰姑娘要他的帽子碰到的第一根樹枝。她得到榛子樹枝後，種在母親墳前，被淚
水澆灌的小樹枝長成一株美麗的榛子樹。灰姑娘一日三次來到樹下傷心落淚，祈
禱上帝。每當她說出願望，樹上就飛來一隻小白鳥，把她期望的東西扔給她。
國王舉辦 3 天盛大的舞會，要給王子挑新娘。灰姑娘請求繼母准許她去，但
繼母三次叼難她。第 1 次，繼母把 1 碗豆子倒在爐灰裡，要求她 2 小時內挑出來。
第 2 次，把一碗豆子倒在爐灰裡，要求她 1 小時內挑出來。她到花園呼喚小白鴿、
小斑鳩、天上所有的小鳥們幫忙撿豆子，2 次都按時完成。第 3 次，繼母用沒有
跳舞的衣服、鞋子拒絕她赴會。灰姑娘到榛子樹下哭喊著﹕「小樹啊，你彎一彎，
搖一搖，把金衣、銀衣扔給我」437就有一隻小鳥扔下給她。第 1 次赴會前，得到
金絲、銀絲做成的衣服和鞋子。第 2 次，比之前的更華美。第 3 次，是金光閃爍
的衣服和純金的鞋子。每次離開舞會，回到榛子樹下，那隻鳥就叼走她脫下的華
服。
第 1 天，她從王子身邊逃脫，跳進家裡的鴿子棚。第 2 天，她跳進自家的黃
梨樹，王子向她父親詢問，她父親劈開鴿子棚和樹找不到人。第 3 天，王子請人
用瀝青塗台階，她左腳的金鞋被黏住。次日王子拿著金鞋直接到灰姑娘家找她的
父親說，只有穿得下那隻鞋的姑娘才可以做她的新娘。
試鞋 3 次才成功，第 1 次，大女兒腳趾太寬，母親遞刀給她削去一些。第
2 次，小女兒削去了腳跟。前兩次王子抱著假新娘經過灰姑娘母親的墳前，小白
鴿會叫王子辨別真假新娘，合不合腳，鞋裡有沒有淌血，經過檢視才發現是假的。
第 3 次，兩隻小白鴿分別飛落在灰姑娘的肩膀上，證明她的真實。兩個姐姐走進
舉行婚禮的教堂時被兩隻鴿子啄瞎一隻眼，出來又被啄瞎另一隻眼，受到終身失
明的懲罰。

436

同上，第一集，頁 168。

437

同上，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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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灰姑娘有濃厚的基督信仰，所持的是舊約《聖經》賞善罰惡的鮮明立
場，最終謙卑者升高，受苦者得幸福。神奇的幫助者是各種鳥類，經常出現的白
鴿在基督信仰裡象徵三位一體中的聖靈。小白鴿扮演灰姑的幫助者、供應者，王
子的提醒者、監督者，對兩個姐姐則是施予懲罰的執法者。故事中手段殘酷的繼
母並沒有在身體上受懲罰，但承受的是女兒瞎眼破相的心靈痛苦。
整個故事人、事、物的量是以 1、2、3 的數字排列組合。情節用 1、2、3
變，做一個循環，全部有 3 個循環，風格嚴整又富有節奏感，表現出在紀律中求
變化的精神。
(五)臺灣＜土炭阿＞Thô͘-thoàⁿ-á
某國有兄弟兩人做朝內的文官。兄哥有生一個查某仔名叫寶善。到 14 歲，
父母攏過往，就互尹叔揣去照顧。小弟也有生兩個查某仔；一個名叫寶珠，
一個名叫寶玉。寶珠此時 12 歲，寶玉 13 歲。尹老父此時身體致病，就辭
官回家養病。
尹嬸真疼伊兩個查某仔，每日干單顧梳妝。寶善每日料理煮呷洗衣裳，也
得揀土炭，致到身軀常常有土炭的邋糤（lâ-sâm），續佮伊叫做土炭阿
（Thô͘-thoàⁿ-á）。總是遐隬得磨（tio̍h-boâ）亦毋曾朽氣 (siū-khì﹕生氣)，
算是真好女德。對來尹叔兜 7 年久，伊兩個小妹妝搭（chng-thâⁿ）娞娞閒
閒（suí-suí êng-êng），伊攏毋曾傾分（kheng-hun），家己逐日認職理家。
此時堵得太子欲娶某，詔通國的在室女，得來互伊請。係霎尹兩個小妹坐
車欲去赴太子的筵設。土炭仔佮尹嬸稟伊也愛去；尹嬸佮伊兩個小妹攏嫌
伊講﹕「你這扮也敢提（thí﹕展開）開嘴講欲去，真昧見笑哩！。」（Lí
chit pān iā káⁿ thí khui-chhuì kóng beh khì, chin bē kiàn-siàu leh!.）予尹嬸佮
兩個小妹責備，面紅紅就冓入去土炭間，目潸那落雨，總是毋敢嚎出聲
忽然有一張馬車坐一個真老的婦任人來，問寶善講，「嚎啥事？我是你的
祖媽知你的艱苦，今你也通去赴太子的筵設。」就將柺阿掠（loa̍h）寶善
的身軀，即時變做穿真娞的絲綢；也用柺仔拍兩塊石，即時變做一雙玉鞋，
就吩咐伊講，
「你去得毋通過 12 點轉來。」寶善拜謝祖媽坐車就去。總是
係時人攏已經得呤呷啦！
太子看見寶善喜出望外（hí chhut bōng-goā），本身提好物互伊呷，呷半
勢（poàⁿ-se̍k）了，看見得欲 12 點，寶善就起身出去；真久攏無冓來。太
子真憂悶，四界攏差無，也毋知伊的姓名住址，後來看見桌腳一雙玉鞋，
就將玉鞋差欽差去逐所在互在室女的查某囡仔穿，那穿都好係個就是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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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欽差領旨即時去。
係霎寶善轉來到厝猶未 12 點，衣裳猶原變做佮舊時同，尹嬸攏毋知伊去
赴太子的筵設。伊兩個小妹到 4 點正轉來，就共尹娘講，「今阿日看見一
個真娞，比仙女贏過真濟。」寶善抵土炭間扼頭（àⁿ-thâu﹕低頭）出來看
講﹕「你此個那鬼，也得昧見笑。」（Lí chit-ê ná kuí, iā teh bē kiàn-siàu.）
續無意無意冓勼入土炭間。
隔日欽差來到尹兜，叫那有在室女攏得來試穿玉鞋，穿那都好，就是做太
子妃。寶珠，寶玉看著玉鞋咖細，就抵內面斬一塊腳掌，緊緊將布紮好，
就欲來穿。欽差看見講﹕「毋通打邋糤玉鞋，因為你的腳毋是自然的猶欲
流血哩。」寶善抵內面也欲出來穿。尹嬸佮寶珠，寶玉攏罵伊，「你昧見
笑也敢出去穿。」欽差聽見講，「毋通分別娞霾（bái﹕醜），干單取穿
會合腳，得來穿。出來一下穿都都合腳。欽差連鞭拜伊做小主母。
頂面所記雖然是小說，猶久有通做咱的教示；因為耶穌曾講﹕「愛欲做大，
著做人的差用；又冓自高--的會降落做細。」(翻譯)。
＜土炭阿＞和＜葉限＞的灰姑娘僅出現一次就遺落鞋子，其他版本都是在第
三次出現時才發生。從結局看來＜葉限＞最為慘烈，繼母與妹妹最後被飛石擊斃，
今生報應尚且不足，死後當有求必應的媒祀繼續贖罪﹔格林次之，只有繼姊雙目
失明﹔義大利、＜土炭阿＞同屬開放性結局，不做描述由讀者自行想像﹔貝洛的
結局受害者與被害者和解相愛，同享榮華富貴，最崇高圓滿。12 點的禁令只見
於＜土炭阿＞和貝洛版。削足適履的情節存於＜土炭阿＞和格林版，但＜土炭阿
＞是妹妹自己的意願，格林版卻是出自繼母的主張。＜土炭阿＞剛好各取前面幾
個版本的一項特性。
每一位灰姑娘都有美貌，唯有＜葉限＞才、德、貌三全。義大利版有特別提
到保母教她製作練環、針織和點蕾絲的工藝，或可說是一種才藝，但她在德行上
有殺死繼母的重大缺陷，由鴿仙再教育重塑品格。貝洛版、格林版、＜土炭阿＞
都側重於德行的陳述，強調她善良、忍耐的美德，沒有提到她的藝能和美貌，呼
應《聖經》《箴言》31 章 30 節﹕「艷麗是虛假的，美容是虛浮的，唯敬畏耶和
華的婦女，必得稱讚。」的價值觀。
＜土炭阿＞和上列版本灰姑娘原生家庭的身份地位類似，都屬於上流社會。
她們所嫁的丈夫社會位階超越原生家庭的父親，登上社會位階的最頂端。＜土炭
阿＞有幾個獨特之處﹕
第一，前面幾個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受到繼母和繼姊妹的虐待，但＜土炭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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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雙亡後，由叔叔帶去照顧，受到嬸嬸及兩個表妹的虐待。
第二，清楚說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姓名和年齡，以及受苦的年日。寶善
(以善為寶，命名暗示人如其名)14 歲，寶珠 12 歲、寶玉 13 歲。譯作者安排三個
表姊妹名字中都有「寶」字，出於華人命名的講究，習於按族譜排列，用相同的
中間字標示宗族裡的輩份。
第三，以 7 為主要的數字單位，7 在《聖經》是一個完全的數字。寶善經過
7 年受苦的時間，在第 3 個 7 年，21 歲時遇到太子擇偶的機會，脫離困境。21
歲也隱約透露當時社會認為的適婚年齡。
第四，其他版本神奇的幫助者、媒介物有自然界的魚類、鳥類、植物和靈界
的神仙，都是來自家庭以外的救援力量。＜土炭阿＞的幫助者是來自直系血親的
長輩祖媽(祖母)，也就是施虐者和救助者都在同一個家族當中，相對於其他文本
對外界開放的關係，這是一個強調宗親內聚力，對外界關係封閉的文化系統。
第五，每個版本都是遺落一隻鞋，唯獨＜土炭阿＞留下的是一雙鞋。臺灣民
間舉凡涉及婚姻喜慶的器用數字都喜歡成雙成對，忌諱落單孤寡，乃是預祈「好
事成雙、白頭偕老」的文化心理。
第六，＜土炭阿＞不用象徵榮華富貴的金履鞋，以及晶瑩剔透但易碎裂的玻
璃鞋，而是選用較為色澤含蓄，材質堅硬的玉鞋。在華人文化中常以玉潔冰清，
溫潤如玉形容貞潔、高尚、謙和的品格，以此映襯寶善柔順的性情。
第七，唯獨在故事末尾直接引用《聖經》經文揭示教訓意義﹕「大的要服侍
小的」、「驕傲的會被降卑」。按證道故事的分類來看，屬於一個後置型的證道
故事。
＜土炭阿＞反映了臺灣地區閩南族群重視宗親的文化，不重視外貌，也不標
舉才藝，只崇尚逆來順受的女子美德，和基督教重視為大者服事弱小者謙卑的態
度，警告驕傲的人必被降卑的生活哲理。＜土炭阿＞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改寫版
本，匯集以上各版本的一項特點，又適切地融入基督教思想、臺閩習俗、華人文
化，在世界性的灰姑娘文本中，展現獨特的風貌。
三、＜小精靈＞﹕＜仙佮做鞋的人＞

159

＜仙佮做鞋的人＞Sian Kap chòe- ôe ê lâng438出自格林童話＜小精靈＞439。＜
小精靈＞中有三個童話，第一個是幫助人的小精靈﹔第二個小精靈會邀請人幫忙，
並且給人酬謝﹔第三個小精靈會偷抱嬰兒，捉弄人。＜仙佮做鞋的人＞是第一個
童話，全篇譯文如下﹕
有一擺有一個誠實的做鞋的人不只喪餉，伊照伊所會出力做工，總是無夠
通飼伊佮伊的婦任人。後來有一日伊無別物只有存（chhun）一塊皮，有
夠額大通做雙鞋 伊割一雙鞋，便下抵鞋店窗堤，就祈禱去睏，伊就想明
阿載，此雙鞋會做好通賣。
第二早啟，早早起來，去到伊的鞋店，有一雙鞋做到真娞也皮無去。攏無
有人到遐，此個做鞋的佮伊的婦任人毋知鞋是怎樣做。咖挺頭（Khah thêng
thâu﹕近中午）一個主客來真歡喜這雙娞鞋就買伊。伊出夠額錢通互做鞋
師傅冓買皮來做兩雙。伊真歡喜冓割便便。是脩晚，就下此個皮抵鞋店，
聽候隔早啟才欲做，總是明阿早啟，兩雙鞋下抵椅裡，做到真娞，也無有
別人到遐。這個做鞋的師傅佮伊的婦任人想攏昧曉得。係日一個主顧來買
這兩雙鞋，所得著的錢予這個做鞋師傅，冓買皮夠額通做四雙。伊冓一擺
鞋割便下抵鞋店，隔早起四雙鞋冓做好。親像按呢直直去，此個做鞋師傅
佮伊的婦任人就做好額的人。總是尹昧平安致得到按呢？毋知得佮此誰感
恩？所以一下昏此個做鞋師傅下皮抵鞋店了後，伊佮伊的婦任人匿抵布籬
後，下一枝燈抵盤裡﹗
都都時鐘摃十二下門輕輕阿開，兩個細仙走入來房裡，跳到抵椅頂，就佮
此個皮做一圍。尹是褪腹體，也有細隻剪刀佮釘阿錘佮線，此個細的仙出
力做工﹔釘阿錘滴滴跺跺直直釘去，線速速吼直竄去，無人曾做工親像尹
迦勤。無一霎阿久攏總的鞋做明白，然後迦個細的仙相牽手來徙椅頂的鞋，
互此個鞋師傅佮伊的婦任人出力禁毋敢笑大聲。總是時鐘摃二下，迦個細
的仙速對窗阿出去，房內照舊親像逮先。
此個做鞋師傅佮伊的婦任人大家相看講﹕「咱欲怎樣來多謝迦個細的仙，
尹互咱迦個富貴佮平安？」此個婦任人講﹕「我要做些新衫互尹穿，因為
尹是褪腹體。」伊的丈夫講﹕「你那欲做衫，我欲做鞋。」都都係日尹起
手做。此個婦任人剪兩領細細領青的衫，兩領細細領黃的褡阿，兩領細細
領白的褲，兩頂清紅的帽阿（照人知仙所愛娞的色），也伊丈夫做兩雙細
雙長冓尖頭的鞋。
438

《益智錄》(卷二)，頁 11-15，白話字原件影本見於﹕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84&page=1(2019.06.18)

439

《格林故事全集》(四之一)，前引書，頁 29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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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做迦個衫照所畫的樣，真細箋又娞的鈕阿﹔到救主誕就做好。到救主誕
下昏，此個做鞋師父摒清氣伊的椅，不是下皮，是下兩套娞娞細領仙的衫。
安來伊佮伊的婦任人親像逮先，匿得看。都都抵半暝這個細的褪腹體的仙
入來，尹跳上此個椅，看見細領衫抵遐，就笑，跳舞歡喜。逐個提伊的細
領衫佮遐個物來穿。然後大家相看真歡喜，做濟濟項好看的𨑨迌。路尾尹
就冓跳舞係時時鐘摃二下，尹跳舞對窗阿出去。尹毋曾冓倒轉來，總是對
係日互係個做鞋師傅佮伊的婦任人好命，尹毋免冓欠缺幫贊。
(1)問，做鞋人是什麼等好人？
是誠實也是喪餉的人。
(2)後來怎樣好額？
得著非常的恩典。
(3)得到恩典就怎樣？
就報恩
金句：上帝會將逐項的恩惠，濟濟加添互您，互您（lín﹕你們）凡事常常
充足。歌林多後書 9﹕8
故事敘述一對誠實的老夫婦，雖然盡力工作還是愈來愈貧困，最後只剩做一
雙鞋子的皮。晚上他先割好鞋型放著，向上帝祈禱完就安心睡覺。半夜出現赤裸
的小精靈加工做好漂亮的鞋，第二天老主顧出好價錢買去，老鞋匠用錢買到了做
兩雙鞋的皮。晚上他照樣割好皮放下，小精靈夜間又來幫忙。他賣了兩雙鞋後，
再買了做四雙鞋的皮。
這種情形不斷地重複，老夫婦的生活日漸富裕。他們心生感激，想知道誰在
暗中幫助他們，便趁夜間躲在布簾後偷看。十二點過後看見兩個赤裸的小仙子手
牽手快速做鞋，兩點鐘聲一響立刻從窗子離去。兩夫婦照人所知仙子喜愛的顏色
親手為他們做淺紅色帽子、綠上衣、黃背心、白褲子、長又尖頭的鞋子，衣服上
還有漂亮的小鈕扣。在聖誕夜的晚上，老夫婦不照往例放鞋皮，而是放下所做的
衣物。小仙子得到禮物後歡歡喜喜穿上，跳舞、戲耍然後離去，從此不再出現。
老夫婦的生活也已經很富足不再需要幫助。
故事結束後用提問、簡答和《聖經》經文詮釋故事內容，引導讀者發現上帝
才是真正的幫助者。這個故事實際上有五個人物﹕一對老夫婦、兩個小精靈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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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上帝看似不言不語隱而未現，但祂回應老鞋匠的祈禱，派遣肉眼可見的小精
靈，用雙手殷勤工作，逐步幫助勤勞又敬虔的老夫婦脫貧轉富。老夫婦蒙受恩惠、
心生感激，最後在慶祝耶穌降生(上帝賜給人類最大的禮物)的日子，酬謝小精靈。
這一對資源耗盡的老人和一對孩子般原始、身無寸縷的小仙子，在付出和給予的
過程享受豐富和快樂。
比較格林童話中的＜小精靈＞和＜仙佮做鞋的人＞可以發現兩者敘述的內
容大同小異。＜仙佮做鞋的人＞一一說明小精靈色彩繽紛的衣服、逗趣的鞋子造
型，並且用附隨的經文照亮上帝的角色。＜小精靈＞只提到老夫婦為他們縫製小
襯衫、上衣、小坎肩、小褲子、長筒襪、小鞋子而已，對顏色不加描述，文末也
無其他教訓意義或詮釋。然而這微小的差異，對上帝的角色功能、和小仙子著裝
後的模樣產生不同的閱讀想像。
四、＜夜鶯＞﹕＜一隻夜鳴雀＞
＜一隻夜鳴雀＞翻譯自安徒生的童話故事＜夜鶯＞。本段先回顧安徒生作品
來華的歷史軌跡，然後選取與＜一隻夜鳴雀＞出版時間最接近的版本，和目前在
臺灣最通行的版本做比較，分析＜一隻夜鳴雀＞的特色。
安徒生來華和魯迅、周作人有關。1909 年 3 月、7 月魯迅和周作人合譯出版
《域外小說集》一、二集，在第二集的出版末頁預告即將登出的篇目，其中有安
兌然(安徒生)的《寥天聲繪》(《無話之畫帖》)，但因前兩集銷售不佳作罷。1913
年 9 月周作人在《童話略論》提到安徒生。1913 年 12 月《叒社》叢刊第一期發
表《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略述安徒生的生平及創作概況，參照挪威波亞然的
《北歐文學評論》，以「可稱神品」推崇其童話。440
1914 年創刊的《中華小說界》
，第 7 期刊有劉半農譯寫的《洋迷小影》(＜皇
帝的新衣＞)。1917 年 2 月，周瘦鵑譯《歐美小說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華書局
初版)下卷，收有安徒生的《斷墳殘碣》，且有作者簡介與肖像。441
因新文化運動興起，1917 年以後投入安徒生童話翻譯的人數、篇目逐漸增
加。1925 年 4 月《婦女雜誌》第 11 卷第 4 期刊有顧均正翻譯的《夜鶯》442。1929
年 7 開明書局出版顧均正所譯《夜鶯》，收有 7 篇＜夜鶯＞、＜領圈＞、＜玫瑰
花妖＞、＜小克勞斯和大克勞斯＞、＜情人＞、＜拇指麗娜＞、＜飛箱＞443。1955
440

張中良著，《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5 年，頁 221。

441

同前註，頁 223。

442

同上，頁 226。

443

同上，頁 232。
162

年葉君健直接從丹麥文翻譯安徒生童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都是從
英、日各國文字轉譯而來。1995 年 9 月林樺從翻譯的《安徒生童話故事全集》(中
國少兒出版社) 也譯自丹麥文。444
《益智錄》(卷二)Ek-tì-lio̍k Koàn-jī 收錄白話字＜夜鶯＞題名＜一隻夜鳴雀＞
Chìt chiah Iā -bêng-chhiok445。
《益智錄》初版真正的時間目前無法確知，
《臺灣教
會公報》1921 年 11 月書訊 Ek-tì-lio̍k 列入較新的書中，1924、1925 年 1 月也列
入書訊。目前可見的版本是 1929 年《益智錄》(卷二)Ek-tì-lio̍k Koàn-jī ，只有書
名與年代沒有其他出版訊息。1921 年 11 月推出的《益智錄》是否已經內含《益
智錄》(卷二)，目前尚無直接的證據。若有，則＜一隻夜鳴雀＞的翻譯時間就早
於顧均正 1925 年 4 月《婦女雜誌》的＜夜鶯＞。若《益智錄》(卷二)1929 年是
第一次出版，就和顧均正 1929 年 7 月的＜夜鶯＞時間接近。
安徒生童話故事中唯一一篇以中國人、中國皇帝為寫作對象的就是＜夜鶯＞。
安徒生童話故事集目前在臺灣最廣為人知的版本是葉君健所譯，遠流出版的《安
徒生故事全集》
，葉君健的譯本被視為「當今世界上兩個最好的譯本」之一。446以
下依該版本的＜夜鶯＞和顧均正《婦女雜誌》的＜夜鶯＞及《益智錄》(卷二)＜
一隻夜鳴雀＞(漢譯全文詳見附錄﹕文 2)，各選取一段對中國皇帝形象有關鍵性
影響的譯文做比較﹕
大家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大家都看著這隻灰色的小鳥﹕皇帝對它點頭。
於是這夜鶯唱了—唱得那麼美妙，連皇帝都流出眼淚來，一直流到臉上。
當夜鶯唱得更美妙的時候，它的歌聲就打動了皇帝的心弦。皇帝顯得那麼
高興，他甚至還下了一道命令，把他的金拖鞋掛在這隻鳥兒的脖子上。不
過夜鶯謝絕了，說它所得到的報酬已經夠多了。「我看到了皇上眼裡的淚
珠—這對我來說是最寶貴的東西。皇上的眼淚有一種特別的力量。上帝知
道，我得到的報酬已經不少了！」於是它用甜蜜幸福的聲音又唱一次。 (葉
君健) 447
皇帝聽了夜鶯的歌聲感動地流下眼淚，高興起來就下令要把他的金拖鞋掛在
夜鶯的脖子上。這道荒唐、滑稽的聖旨，根本不考慮酬賞事物與收受對象的適切
性，活現一個情緒化和帶有戲謔性格的頑童。

444

同上，頁 233~234。

445

見《益智錄》卷二，頁 34~45。

446

葉君健，＜安徒生童話的翻譯＞，見安徒生(H.C.Andersen)著，葉君健譯，
《安徒生故事全集》

(四之四)，臺北市﹕遠流，1999 年，頁 469。
447

同註 40，安徒生，前引書，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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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的人都衣冠得很整齊，大家望著這灰色的小鳥，那時候，皇帝正在向
小鳥點頭。於是夜鶯唱得這樣悲壯，直使淚珠湧出在皇帝的眼中，淚珠流
下來，淌過他的兩頤，於是夜鶯唱得更其悅耳了。直嵌進人的心坎裡。皇
帝是非常的喜悅，他說這隻夜鶯需要用黃金的圍巾來帶在他的頸上。但是
夜鶯辭謝說，他已受了足夠的賞賜了。「我已經看見了皇帝眼中的眼淚—
那在我已是真的珍寶。一個皇帝的眼淚是有一種特別威權的，我的報答已
是足夠了！」於是他又用了一種柔美的、華麗的調子高唱起來。 448(顧均
正)
皇帝因夜鶯悲壯的歌聲流淚，合乎人之常情。皇帝在「非常的喜悅」的情感
作用下賞賜夜鶯黃金的圍巾帶在頸上。他賞賜的禮物精美高貴，皇帝控制情緒的
能力和做決定的內容尚有邏輯性，像一個有詩意、優雅的成人樣式。
攏總的人抵遐，皇帝就叫夜鳴雀來吟。此個細隻樸色的夜鳴雀大開伊的嘴
也吟，你知毋？伊吟到真好聽，互皇帝目潸續流出來，皇帝本毋是遐快嚎
的樣。所以伊叫伊又冓吟﹔這擺伊吟到真奇怪的好聽，目潸落來到伊的啐
皮。對伊的吟成迦大代誌。尹叫細隻夜鳴雀來吟，直直冓吟，尹聽到真久
的時，皇帝講伊是應該做﹕「宮內第一𠢕吟的。」得做一個金的架近抵皇
帝的面前佮一個細的金的籠，也欲准伊逐日出來兩擺，總是有指出十二人
來跟隊。係十二人逐擺佮伊出去，也逐個有纏綁夜鳴雀的腳的絲線，係號
款出去無遐好。449(《益智錄》卷二)
皇帝聽到夜鶯的歌聲流淚，接著敘事者說「皇帝本毋是遐快嚎的樣」本性不
是那麼容易哭的。皇帝一再要求夜鶯吟唱，大家聽了很久後，皇帝先是口頭嘉許
它是宮中第一會唱的，緊接著就要為它做一靠近皇帝面前的金架子、小金籠子，
准它每天出來兩次，指派 12 人跟隨，每個人手持夜鶯腳上纏著的線。關於後面
這部份前兩位的譯文分別是﹕
夜鶯現在要在宮裡住下來，要有它自己的籠子了—它現在只有在白天出去
兩次、夜間出去一次散步的自由了。每次總是有十二個僕人跟著﹔他們牽
著綁在它腿上的一根絲線—而且他們老是拉得很緊。像這出遊並不是一件
輕鬆愉快的事情。450(葉君健)
448

安徒生著，顧均正譯，＜夜鷹＞《婦女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 4 月，第 11 卷，

第 4 期，頁 708。見《婦女雜誌》-近代史數位資料庫 -中央研究院
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view.htm?book=2504&str=%E9%A1%A7%E5%9D%87%E6%AD
%A 3(2019.06.19)
449

《益智錄》
（卷二），頁 37-38。

450

同註 40，安徒生前引書，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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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他是留住在朝中，有了他自己的籠子，得自由地飛出去，每天兩次，
每夜一次，當他出去時，派十二個僕人跟著他，每個僕人都有一根絲線，
繫住在鳥兒的腿上，那根線，他們握得很緊，照這樣的一種出遊，實在沒
什麼興趣的。451(顧均正)
這兩段敘述語調平和，沒有緊接在皇帝的賞賜之後，沒有描繪夜鶯棲息的所
在，也看不出夜鶯這樣羈絆的生活方式，是出自皇帝的命令還是宮中臣僕的安排？
但照＜一隻夜鳴雀＞的敘述就明確可知是皇帝的指示。＜一隻夜鳴雀＞前面特別
強調皇帝本性不容易流淚，他先給夜鶯口頭讚譽，接著給了合乎鳥類生活習性高
貴又實用的金架子、小金籠子，外加嚴格的管制，重重的束縛。緊湊的命令堆疊
出皇帝剛強內斂、理性威權的性格。三個譯本最大的差異就在中國皇帝的形象﹕
葉君健譯出戲謔人的頑童皇帝，顧均正譯出優雅有詩意的成人皇帝，＜一隻夜鳴
雀＞則貼近傳統且威權的皇帝。
＜塗炭仔＞的翻譯改寫實踐「再創作」的精神，生成台灣本土化的灰姑娘﹔
＜仙佮做鞋的人＞的翻譯改寫著眼於小精靈服飾、鞋子的形狀，＜一隻夜鳴雀＞
則表現出刻板印象中封建王朝皇帝的特質。單就故事文本且從文學翻譯的角度來
看，＜一隻夜鳴雀＞因皇帝的形象整體氛圍顯得嚴肅，降低了安徒生＜夜鶯＞原
本所要表現的滑稽童趣﹔＜仙佮做鞋的人＞小精靈穿上色彩分明的服飾，營造出
繽紛的意象，反較格林版活潑，更富有童趣。

小結
從以上所列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童話編譯的通篇結構來看＜塗炭仔＞、＜
仙佮做鞋的人＞、＜一隻夜鳴雀＞、＜十個仙＞、＜好命的大厝＞、＜岱岱的琴
＞、＜抹寶血抑沒＞故事文本最後都搭配《聖經》經文、經文詮釋，或是提問加
《聖經》經文，以具體的人、事、物幫助讀者明白較抽象的經文教義。因此童話、
神話、傳說在證道語境中是輔助性的配角，經文教義與詮釋才是主角。在此翻譯
童話的目的清晰可見，主要目的是以文釋道、以文傳教、以文教育，而非以文倡
文。目的是唯一不變的，取材卻是廣泛多元的。不論翻譯、改寫、出版的動機如
何，詮釋的方式是否得當，都創造出異本來，提供詮釋文本的另一種角度和觀點，
為原文本注入新生命。至於如何詮釋文本、如何拆解文本和如何挪用文本，讀者
永遠擁有自主性。從文化交流的眼光來看，以上譯本也都代表著十九世紀末，二
十世紀初基督教界從事童話翻譯、改寫、應用的一小部分足跡。
民間故事＜日本的怪事＞的翻譯以非證道故事的樣貌單純地存在，以其本身
451

同註 41，《婦女雜誌》
，頁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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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鮮明的醒世作用，即使不直接與經文互相發明，仍能召喚讀者對教義中有關貪
婪的記憶，達到不證自明的目的。這是一種候用或備用證道故事語料的譯介策略，
保留給講道者、讀者自由連結《聖經》經文教義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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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白話字小說

晚清時期至少有五部白話字小說譯介來臺。1885 年 8 月登在書訊的《勒詩
嘉的代誌》、《孝女，哋喳感激伊的老爸》，是最早出現在臺灣報刊的白話字小
說。首先在報刊上登載的白話字小說則是 1886 年到 1888 年間的《天路歷程》
(下)，
在此之前《天路歷程》(上)已經在臺灣流傳。1890 年臺南聚珍堂發行單行本小說
《安樂家》。晚清以後這些小說或重印或改版仍然繼續發行，新譯介的小說也陸
續面市，1924 到 1926 年間達到高峰。
《天路歷程》是基督教小說的領頭羊，《天路歷程》深受《聖經》影響，內
容以大量《聖經》經文串連而成。《天路歷程》的取材和敘述手法影響著後起的
小說。以下關於《天路歷程》的研究將會著重於白話字的版本源流，在臺灣的應
用發展﹔其他小說將從敘事觀點、主題、形式內容、人物形象，特別是兒童形象
分析小說的特色。《聖經》和《天路歷程》對小說的影響也是一個研究重點。

第一節

連載小說

一、《天路歷程》(下本)
寓言小說《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是文學經典名著之一，敘述基督
徒如何克服艱苦，逃離滅亡，進入天城的經過。清教徒牧師本仁‧約翰(John Bunyan,
1628~1688)創作《天路歷程》時是以追尋天國的眾基督徒為對象，並非以兒童為
特定讀者。本仁‧約翰將抽象的性格特質擬人化，情緒氛圍具象化，塑造形象生
動的人物和新奇的意象。小說中危機四伏的情境，不斷歷險又脫險的情節，以及
令人欣慰的快樂結局，滿足了兒童喜愛冒險、驚奇、變化的閱讀心理，吸引著跨
國際、跨世代的讀者。自 1678 年《天路歷程》成書以來，不斷有譯本和改寫本
出現，在文學史上如繁花盛開一路綿延綻放。
《天路歷程》隨著 19 世紀來華宣教士的腳蹤進到中國，宣教士因應中國的
民情文化、各階層人士和紛雜的方言族群編譯新版本。晚清《天路歷程》的譯本
可分為：文言譯本、官話譯本、方言譯本。方言譯本的文字載體又可分為：漢字、
羅馬字拼音及盲人凸字三種。452

452

黎子鵬，
《經典的轉生— 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
，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2 年，頁 57。目前黎子鵬在《天路歷程》的研究範疇最深入詳實，無人出其右，筆者多次引
用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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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 年倫敦會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撮譯的《行客經歷傳》453
是《天路歷程》最早的漢譯本。第一部完整的中譯本則是 1853 年賓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以淺文理翻譯的《天路歷程》第一部454。1855 年香港
英華書院重印賓為霖 1853 年版，附序言和 10 幅插圖455。1865 年《天路歷程》
第一部的官話本出版，第二部的官話本《續天路歷程》緊接著在 1866 年出版。
在眾多譯本中賓為霖的譯本是第一部完整的，也是公認的最佳譯本，發行最廣，
版本最多，是許多方言譯本轉譯時所倚重的參考對象。456各個版本在黎子鵬所著
《經典的轉生— 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已有詳盡的介紹，在此略過，以
下專論白話字的部份。
1853 年廈門話羅馬字拼音本《天路歷程》Thian Lo Lèk thêng 出版，由美國
歸正教會(America Dutch Reformed Church Mission)打馬字牧師（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1892）轉譯自賓為霖的版本，分 5 卷，共 77 頁。1888 年《天路歷
程》第二部在廈門出版，1889 年全譯本面世。1898 年，廈門宗教書冊委員會(Amoy
Religious Tract Committee) 重印第一部。4571898 年，《天路歷程》(下本)Thian-lō͘
le̍k-thêng ē pún 在廈門鼓浪嶼出版，共 213 頁，有 7 張中國人物插圖。458（版權
頁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21、21-1 到 21-6）
1906 年第二部由培文齋（Pôe-bûn-chai﹕Oáh-pán in)再版，194 頁，附插圖459。
1917 年閩南聖教書局，重版第一部，258 頁460。1931 年閩南聖教書局出版《天
路歷程》(第 1 本)Thian-lō͘ le̍k-thêng tē 1 pún ，有 4 張木刻版畫插圖，末尾附解釋
名詞461。（版權頁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22、22-1 到 21-4）1949 年臺南新樓光復書
局出版 Thian-lō͘ le̍k-thêng 第一部，227 頁，附插圖462。1950 年該局出版第二部，
171 頁，附插圖。463

453

同上註，頁 58。

454

宋莉華，《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200。

455

黎子鵬，前引書，頁 264。

456

宋莉華，前引書，頁 200-201。

457

黎子鵬，前引書，頁 265。

458

1898 年，《天路歷程》(下本) 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754

(2020.12.19)
459

黎子鵬，前引書，頁 266。

460

同上註。

461

1931 年《天路歷程》第 1 本。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064

(2020.12.19)
462

黎子鵬，前引書，頁 273。

46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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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天路歷程》(第二卷)Thian-lō͘ le̍k-thêng tē jī kòan ，
168 頁，有 3 張歐洲人物插圖。464（版權頁及插圖詳見附錄圖 23、23-1 到 23-3）
從插圖人物 1898 年是中國人，1950 年變成歐洲人的現象可以看到，圖像譯介策
略的轉變。早期先用本土化降低巨大文化差異產生的陌生感，隨著文化交流更為
頻密，對原著的文化背景有更多了解，作品流傳時間愈久，讀者對內容的熟悉度
增加，對追求忠於原著的期待隨之提升，由本土化建構的認知學習鷹架得以逐漸
卸下，文字和圖像趨向歸回原著的文化脈絡。換句話說，就是從歸化翻譯原則往
異化翻譯原則靠攏。
盲人凸字方言譯本方面，從臺灣宗教書冊委員會甘為霖的報告可知，1890
年閩南語盲人凸字版《天路歷程》已在臺灣出版，聖教書會贊助了 20 英鎊出版
經費，1892 年《續天路歷程》的閩南語盲人凸字版也在臺灣出版。465
《臺灣府城教會報》從 1886
以上是單行本的出版狀態，以下說明連載部份。
年(光緒 12 年 9 月)第 15 張，由未署名作者所寫的＜文仁約翰的來歷＞(Bûn-jîn
Iok-hān ê Lâi-le̍k)介紹作者生平略歷，文末簡述《天路歷程上本》大意、翻譯《天
路歷程下本》(Thian-lō͘ le̍k-thêng Ē pún)的原因和內容大意：
那（ná）是頂本（téng-pún﹕上本）規納（kúi-nā﹕好幾）年前有翻譯白話
字，咖濟人會知，阮毋免詳細解說。此個＜天路歷程下本＞猶原是用譬喻，
大意是講起 係個人的某仔也隊伊行天路，到路尾猶原有到位， 雖罔
（Sui-bóng﹕雖然）人已經翻譯作唐人字，揀採（kiám-chhái﹕或許）您
（lín﹕你們）咖少人曾讀，所以阮將本文來翻譯印抵此裡互您大家通看；
摁望後張通印。466
《天路歷程》（上本）好幾年前已經有白話字譯本，且在臺灣流傳，有很多
人知道。漢字 (唐人字)的《天路歷程》(下本)也已經出版流傳，但較少人讀到。
因此，光緒 12 年 10 月第 16 張起，開始按月翻譯連載《天路歷程》（下本），直
到光緒 14 年 4 月 35 張最後一次刊登，前後歷時一年半，中間有一次不明原因、
四次因稿擠未刊。後來不再翻譯連載是因為得知下本已經譯好，而且上下合併的
全譯本也已經出版了：

464

1950 年《天路歷程》第二卷。詳見 http ://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062

(2019.12.18) 1945 到 1954 年間臺灣教會公報的發行所是臺南新樓光復書局。黎子鵬所記 1950 年
版與筆者所列的版本很有可能是同一本，有待進一步比對。
465

黎子鵬，前引書，頁 84。

466

《臺灣府城教會報》
，1886 年光緒 12 年 9 月 15 張，頁 106-108，該段筆者暫譯，以下所有譯

文皆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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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因為接到廈門寄來已經將天路歷程，下本攏翻譯明白，佮（kap ﹕合）
做一本， 所以毋免另外冓翻譯，摁望對祖年（chûn--nî﹕前年）起，所印
的一斬一斬（chi̍ t-chām chi̍ t-chām﹕一段一段），兄弟讀了無毋利益。467」
按上述所言，《臺灣府城教會報》所刊登的應是另外翻譯的版本，與 1888
年在廈門完成的《天路歷程》第二部是各自獨立的版本。1888 年已經有合譯本
出現，和黎子鵬前面所記 1889 年全譯本面世的時間略有出入。
《臺灣府城教會報》
《天路歷程》（下本）刊登時間表如下﹕
陳瑋玲製 2020.08.28

報刊名

年代

卷次

頁

《臺灣府城教會報》

光緒 12 年 10 月

第 16 張

116-117

以下皆同

光緒 12 年 11 月

第 17 張

126-127

光緒 12 年 12 月

第 18 張

134-135

光緒 13 年 1 月

第 19 張

5-7

光緒 13 年 2 月

第 20 張

13-15

光緒 13 年 3 月

第 21 張

光緒 13 年 4 月

第 22 張

30-31

光緒 13 年閏 4 月

第 23 張

38-39

光緒 13 年 5 月

第 24 張

45-47

光緒 13 年 6 月

第 25 張

光緒 13 年 7 月

第 26 張

61-63

光緒 13 年 8 月

第 27 張

70-71

光緒 13 年 9 月

第 28 張

光緒 13 年 10 月

第 29 張

86-87

光緒 13 年 11 月

第 30 張

95-96

光緒 13 年 12 月

第 31 張

光緒 14 年 1 月

第 32 張

光緒 14 年 2 月

第 33 張

光緒 14 年 3 月

第 34 張

22-24

光緒 14 年 4 月

第 35 張

29-31

備註

未刊

未刊

未刊

未刊
5-6
未刊

《臺灣府城教會報》《天路歷程》(下本)是節縮未竟本，部份內容因內容較
深只說大意：「抵迦有一斬的道理咖深，驚了兄弟看昧明，所以大概講係個意思
那定（nā-tiāⁿ）」468。
《臺灣府城教會報》
《天路歷程》(下本)，只翻到基督徒的妻

467

《臺灣府城教會報》，1888 年光緒 14 年 4 月 35 張，頁 31。

468

《臺灣府城教會報》，1888 年光緒 14 年 4 月 35 張，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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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督娜(Ki-tok- nâ )走到基督徒卸下重擔的墓穴，智仁勇與她談論基督的義，緬
懷基督十字架上流血的恩，基督娜悔悟自己不跟丈夫同行的可惡，現在則希望呼
朋引伴共奔天路：
智仁勇講：「你講出迦個話，知叫你深深感主的恩，痛疼著主，總是你揀
會常常按呢昧？又冓會按呢兮，不是人人到迦攏會按呢，這（che）是主
雕直獨獨賞賜你。你毋想主釘抵十字架的時有偌濟人抵遐企，看伊的血流
出來，毋那心內無悲傷，顛倒啼笑伊，毋那無欲做伊的學生，反轉叛伊，
來參伊對敵。賢夫人啊﹗可見你的心受感動致得主，這是主格外的恩典。
您（lín﹕你們）抵曉示的厝甘昧記得尹佮你講，親像雞母堵著呷食得叫雞
仔，另外有此號的聲音嗎？您現時所堵得的，正正就是按呢。」469
以上是最後一段的內容。不論從臺灣在地的翻譯史、方言文學史或兒童讀物
《天路歷程》第二部的翻譯連載，可說是
出版史的角度來看，
《臺灣府城教會報》
首部出現於臺灣在地出版品的外國翻譯小說，世界文學經典名著。
1913 年 7 月《臺灣教會報》書訊有 Thian-lō͘ le̍k-thêngⅠ、Ⅱ470。1924 到 1927
每年 1 月《臺灣教會公報》＜臺南新樓冊房＞推介書目都列有《天路歷程》(卷
一) Thian-lō͘ le̍k-thêng (koàn 1)、
《天路歷程的大意》Thian-lō͘ le̍k-thêng ê Tāi-ì，471
至於當時所用的版本出自哪裡並未註明。
1928 年 10、11、12 月《臺灣教會公報》連載未署名作者所寫的＜文約翰＞
Bûn Iok-hān，再度介紹《天路歷程》的作者，同時推出《天路歷程》(上卷)、
《天
472
路歷程》(下卷)、
《天路歷程》大意、漢字《天路歷程》這四本書 。篇末叮嚀﹕
「請列位來買《天路歷程》去讀，續佮囝仔講」473，鼓勵讀者先購買閱讀，再說
給孩子聽。因此，兒童在無法自行閱讀的情況下，經由成人的口傳可以先吸收《天
路歷程》的內容。上述觀點反映出當時的閱讀觀﹕成人與兒童可以共享經典，超
過兒童閱讀程度的文本，就以口傳文學的方式傳播。
如前所述《天路歷程》不但是晚清時期來臺的西方小說之一，也是最早列入
臺灣教會小學課程規劃的白話字小說。1897 年高金聲(1873~1961）在＜論小學＞
469

同上，頁 31。

470

＜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
，1913 年 7 月，第 340 卷，頁 6。

471

分別見於 1924 年 1 月第 466 卷 13 頁、1925 年 1 月第 478 卷 14 頁、1926 年 490 卷 1 月，附

錄 第 1 頁。Thian-lō͘ le̍k-thêng ê Tāi-ì目前尚未出土。
472

＜文約翰＞和＜文仁∙約翰的來歷＞內容不相同，見《臺灣教會報》，1928 年 10 月，第 523

卷，頁 5-6。
473

《臺灣教會報》
，1928 年昭和三年 12 月 525 卷，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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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建構的課程，就將白話字版的《囝仔心花》Gín-ná-sim-hoe、《天路歷程》
Thian-lō͘ le̍k-thêng 當作一年級的讀本。4741917 年長老會臺灣大會全臺主日學教科
書編輯委員會也將《天路歷程》列入主日學應教書籍或科目。475從 1853 年打馬
字白話字《天路歷程》的出版，經 1886 年起《臺灣教會公報》譯介《天路歷程》
(下本)，中間的推廣與再版，到 1950 年版的發行，單白話字《天路歷程》的出
版流傳史就快一百年。從出版、再版、推介的次數，以及教學應用來看，《天路
歷程》受重視的程度超過其他的小說。《天路歷程》對臺灣本土創作的影響浮現
在賴仁聲（1898~1970，本名賴鐵羊）1925 年的《阿娘的目潸》Án-niá ê ba̍k-sá(又
名《母之淚》)和鄭溪泮（1896~1951）1926 年的《出死線》
（上卷）Chhut-sí-sòa476，
都安排夢境與過死河的情節，這兩本白話字小說都由鄭溪泮創辦的屏東醒世社印
刷發行。
二、＜浪蕩子＞
(一)譯者萬珍珠及著作

474

小學規劃成 4 個年級，每年級都有 7 項課程，按順序如下﹕白話字、孔子字、聖冊 (孔子字）
、

雜冊、算數、解說、寫。一年級白話字(《囝仔心花》Gín-ná-sim-hoe、
《天路歷程》Thian-lō͘ le̍k-thêng）、
孔子字(《三字經》Sam-jī-keng、
《梁惠王》Liông-hūi-ông）
、聖冊 (孔子字，從缺）
、雜冊(《字類
選錄》Jī-lūi-soán-lio̍k、
《三字經》Sam-jī-keng）
、算數(加 Ka、減 Kiám)、解說(跳字解 Thiàu-jī ké)、
寫(學寫白話字和孔子字 O̍h-siá pe̍h-oē-jī kap Khóng-chú-jī)，其他各級內容詳見﹕高金聲，＜論小
學＞《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144 卷，1897 年 3 月，頁 22。
475

主日學應教書籍或科目有﹕《舊約選略》
、
《真道問答》
、
《主日神糧》
、
《基督傳》
、
《馬可福音》
、

《路加福音》
、
《使徒行傳》
、
《天路歷程》﹔並且要教學生背誦聖詩、十條誡、祈禱文、教白話字、
講《聖經》故事，詳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222。
476

賴仁聲、鄭溪泮兩位牧師作家皆畢業於臺南神學院。一 般 認 為 Án-niá ê ba̍k-sá 是臺灣第一篇

白 話 字 基督 教 小說，鄧 慧恩 從 發 行時 間 來看，認 為郭 頂 順 1925 年 7、10 月在《 芥 菜子 》
發 表 的 中篇 小 說＜ 拯 救＞ CHÍN-KIÙ 略 早 於 Án-niá ê ba̍k-sá(筆者按﹕《母之淚》完稿時間是
1924 年 11 月，印 刷 日期 1925 年 7 月 31 日， 發 行於 同 年 8 月 3 日 )， 但 Án-niá ê ba̍k-sá 作
為 首 篇 白話 字 長篇 小 說是可 以 成 立。詳 見 ﹕鄧 慧 恩，＜ 郭 頂 順，寫 小 說的 企業 家 ＞《 新
使 者 雜 誌》 第 124 期 ， 2011 年 6 月 10 日， 頁 53-56。
＜ 拯 救 ＞是 臺 灣第 一 篇本 土 創 作的 白 話字 少 年小說，受 限 於 本論 文 設定 的範 圍，暫 不
列 入 討 論。 Án-niá ê ba̍k-sá、Chhut-sí-sòa 與＜ 拯救 ＞相 比 ， 缺乏 現 代兒 少 小說要 求 的 兒童
性 ， 在 此也 先 擱置 不 論。
CHÍN-KIÙ 全 文 詳 見 ﹕ 臺 灣 白 話字 文 獻 館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12170.htm、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 cal-12218.htm(2019.12.15)
Án-niá ê ba̍k-sá 全書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581(2019.12.15)
Chhut-sí-sòa 全書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14(20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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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年 8 月起到 1901 年 5 月止《臺南府城教會報》連載英國長老教會傳教
士萬真珠 (Miss Mrgaret Barnett，1859~1933)所譯的小說＜浪蕩子＞477Lōng-tōng
Chú。
萬真珠於 1888 年 12 月來臺，1933 年 3 月 8 日逝世葬於臺南。她和朱約安、
文安一起經營女學，輪流管理校務，巡視各地教會，經常前往新樓醫院慰問病人。
1895 年萬真珠教育的對象從女童延伸到婦女，創辦婦女聖經學校(婦學)，招收因
年齡過大不能入女學就讀的婦女，訓練婦女到各地教會教導《聖經》、幫助傳福
音的工作，後來她專注於此，可說是婦學校長。1928 年婦學升格為女神學，招
收女學畢業生。478
萬珍珠為了幫助學生白話字學習得更靈巧，也能認識各處學校所教的課程內
容，就在 1919 年出版綜合性讀物《雜誌摘錄》479，共有 34 章，由臺南新樓聚珍
堂印行。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雜誌摘錄》都列入《臺灣教會公報》推介書
目。
《雜誌摘錄》大多是從漢文書籍選譯，包括以說明文寫成的天文、地理、動
植物、生理學、礦物學、公共衛生等知識性文本，以及世界名人、偉人故事，如
＜孔子＞（khóng- chû） 480、＜釋迦牟尼＞（Sek-kia Hu̍ t） 481、＜穆罕默德＞
（Mô͘ -hán-be̍k）482、＜火車的起因＞（Hoé-chhia ê Khí-in）寫瓦特的發明483、＜

477

原作者不詳，萬珍珠譯，＜浪蕩子＞《臺南府城教會報》1900 年 8 月第 185 卷，頁 68﹔9 月

第 186 卷，頁 75﹔10 月第 187 卷，頁 82﹔11 月第 188 卷，頁 91﹔12 月 189 卷，頁 95-96﹔1901
年 1 月第 190 卷，頁 8﹔2 月第 191 卷，頁 15-16﹔3 月第 192 卷，頁 23-24﹔4 月第 193 卷 31-32﹔
5 月第 194 卷 38-40。
478

詳見﹕＜Barnett﹐M 萬真珠＞，宣教師人物檔，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m/Barnett,M/biog/Iun,Siong.htm. (2019.12.19)
479

詳見﹕計劃主持人呂興昌，《臺灣白話字文學資料蒐集整理計劃期末報告書》，研究單位﹕國

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3 年 12 月 19 日，頁 392-536《雜誌摘錄》打字稿。
480

同上註，
《雜誌摘錄》
，打字編碼頁 7。記述孔子童年的故事，他在 6 歲時打破水甕救了囝仔，

應是誤將司馬光當孔子，且內容經過改寫。參照原文﹕「司馬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也。父池，
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
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
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見《宋史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傳＞。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914674(2019.12.15)
481

同前註，頁 69-71。

482

同上註，頁 68。

483

同上註，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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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典＞（Tân Un-tián）敘述英格蘭守燈塔人的女兒陳恩典冒險參與海上救難484、
＜婦任人拼命＞（Hū –jîn-lâng Phoe miā）描寫中日戰爭時自告奮勇冒險送信的中
國老婦485、＜羅國的巴戈理＞（Lō͘-kok ê Pa-ko- lí）講述長途跋涉為父親脫罪平
反的俄羅斯孝女巴戈理的故事486、＜新奧爾良的瑪嘉勒＞（Sin O-liân ê Má-ka-le̍k）
說的是美國新奧爾良的慈善家瑪嘉勒的生平事蹟487、＜奧爾良的約安＞（O-liân ê
Iok-an）描述法國民族英雄聖女貞德的英勇488。該書知識的含量和內容深淺程度
與《訓蒙淺說》相比，類似國小低年級和中、高年級的差異。
1923 年萬珍珠和文安合譯《女界名人》
，臺南新樓冊房印，共 87 頁，從 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連續列入書目。《女界名人》有 7 篇﹕＜為主盡忠拼命＞
Uī Chú chin-tiong phoe-miā 489、＜有孝的查某囝仔＞Iú-hàu ê Cha-bó͘ gí-ná490、＜
胡牧師娘的來歷＞Hú-Bo̍k -su-niû ê Lâi-le̍k491、＜盡忠到死＞Chīn-tong kàu Sí 492、
＜罕有的同情＞Hán-iú ê Tông-chêng493、＜班迪搭蘭阿邁＞Pân-tí-ta Lâm-a-bái494、
＜使徒女使＞ Sí-tó Lú-sú495，記述女傳教士和女信徒在西藏、緬甸、印度、日本、
西伯利亞、蘇格蘭極為艱困的環境中宣揚福音、開辦學校、照顧痲瘋病人、為親
人申冤、捍衛信仰最後勇敢殉道的真實事蹟。書中女性充滿壯烈的情懷，她們聰
慧熱情、堅毅不拔，敢於冒險犯難，堅持理念與目標，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開創了不讓鬚眉的事業和生命格局。這本文集除了第 2 篇是獨立型證道故事，第
5 篇是後置型，其他各篇都屬前置型。
萬珍珠發表在報上的作品有﹕＜慕迪先生＞Bú-tī Sian-seⁿ、＜火車的起因＞
Hoé-chhia ê Khí-in、＜論猶太人＞Lūn Iû-thài lâng、＜失落的聖冊＞Sit-lo̍h ê
Sèng-chheh、＜流傳的故事＞Liû-thoân ê Kó͘-sū， ＜浪蕩子＞Lōng-tōng Chú。

484

同上註，頁 13-14。

485

同上註，頁 31-33。

486

同上註，頁 46-47。＜羅國的巴戈理＞與《女界名流》＜有孝的查某仔＞主要內容相同，人

名不同，＜羅國的巴戈理＞的情節較精簡。
487

同上註，頁 56-58。＜新奧爾良的瑪嘉勒＞也見於 1929 年《益智錄》卷二，＜新歐尼林的瑪

賈力＞Sin Au-ní-lim ê Má-gâ-lat.譯名略有差異。
488

同上註，頁 63。

489

《女界名人》
，頁 1。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92 (2019.12.15)

490

《女界名人》，頁 17。

491

《女界名人》，頁 34。

492

《女界名人》，頁 55。

493

《女界名人》，頁 63。

494

《女界名人》，頁 74。

495

《女界名人》，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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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迪先生＞記述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wight Lyman Moody，1837~1899）
生平的貢獻496﹔＜火車的起因＞是瓦特發明蒸汽火車的故事，先見報後來收錄在
《雜誌摘錄》497﹔＜論猶太人＞談到福音和猶太人的關係，以及英國教會對中國
人及猶太人的傳教工作498﹔＜失落的聖冊＞引自《列王記》（下卷）第 22、23
章，猶大國約西亞王重修聖殿，找到律法書後向百姓宣讀，帶來宗教改革。作者
以此鼓勵會友勤讀《聖經》499﹔＜流傳的故事＞屬於《聖經》演義故事，以《聖
經》的人事時地物為背景，用想像填補文本縫隙，雖有虛構的成份，但傳達的題
旨仍合於教義精神。
《馬太福音》第 28 章 33-60 節記載，耶穌被釘十字架，死後取下屍體，亞
利馬太的約瑟用細麻布為他裹屍。＜流傳的故事＞設定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前，
以及死後裹屍這段時間。主要人物是一個外邦（以猶太人的觀點）女孩。兩千多
年前的耶路撒冷城，有個猶太女孩和外邦女孩結為好友。家中經營布店的外邦女
孩敬愛上帝，十分羨慕猶太人能在聖殿獻祭贖罪，但她身體孱弱、不良於行，又
礙於外邦人的身份，唯恐自己不能獻祭，罪不得赦免，和上帝全然無關。她從猶
太好友口中得知祭司的禮服是用細布500做成，她就用心織布(keⁿ-pò͘)，請父親只
賣給祭司。在臨終前她拼命織出最後一塊布，嘆著氣對父親說說﹕「哎—啊！此
塊那親像我的性命啦！父--啊，此塊你的確得要緊賣互祭司，毋通賣別人，別人
那欲來買，你決斷毋通賣。」ài--ah! Chit-tè ná chhin-chhiūⁿ goá ê sèⁿ-miā leh. Pē--ah,
chit-tè lí tek-khak tio̍h iàu-kín bē hō͘ chè-si, m̄-thang bē pa̍t lâng; pa̍t lâng nā beh lâi
bé, lí koat-toàn m̄-thang bē.

501

父親答應她只賣給祭司，交代店員照辦就外出。

城中因耶穌被釘十字架，地大震動，聖殿的幔子爆裂，有死人復活，人心大
大騷動，父親見狀轉頭回家。一進門他發現店員已經將女兒織的布賣給一個猶太
長老，面對女兒追問，他只好照實講。女孩聽完後嘆氣，但好像也得著安慰，就
安心說：
「今無要緊啦！上帝知我的大欣慕。」Taⁿ bô iàu-kín leh, Siōng-tè chai goá
ê toā him-bō͘. 502話講完氣就斷了。她死後父親查知，布是賣給亞利馬太的約瑟，
他用來包裹耶穌的屍體。終究沒錯賣，因為耶穌是頭號大祭司，正合女孩的心意。
外邦女孩愛上帝的心，上帝深深悅納，安排她用生命織成的布裹著耶穌的身體，
496

《臺南府城教會報》，1900 年 4 月，第 180 卷，頁 32。

497

《臺南府城教會報》，1900 年 12 月，第 189 卷，頁 96。

498

《臺南府城教會報》，1901 年 8 月，第 197 卷，頁 62。

499

《臺灣教會報》
，1914 年 3 月，第 348 卷，頁 1。

500

祭司的禮服是用金線、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撚的細麻做成的。見《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

《出埃及記》第 28 章 39、42 節，第 39 節 27、28 節，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
(2019.11.17)
501

《臺南府城教會報》
，1910 年 5 月，第 302 卷，38 頁。

50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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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女孩無比尊榮的機會。本文表達上帝愛人不分種族，而且上帝知道人心裡的渴
望，愛祂的，祂也愛她（他)，並且用超出所求所想的方式回應他們。
(二)＜浪蕩子＞內文分析
＜浪蕩子＞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以三個次要人物分別再現《聖經》中浪子
回頭的故事，主要人物小孤女李美麗是三個浪子回頭的重要推手。
小說從美麗母親臨終前託孤，囑付保母老媽帶美麗投靠未婚的兄弟魏老爺開
始。三十幾歲未婚的魏老爺不喜歡小孩吵，無奈地接下照顧美麗的責任。美麗喜
愛保母老媽所說的《聖經》故事，她想像力豐富，天真爛漫，常以貓、狗、樹木
為對象扮演大衛與獅子搏鬥、打死巨人歌利亞等情節。在熟悉新環境後孩童愛玩
耍的天性就顯露無遺，她偶而闖禍惹得舅爺生氣，但嬌憨無邪的言語終究軟化舅
爺的心，最後像父親一樣疼愛她。美麗特別喜愛浪子回頭的故事，她為馬婆婆離
家的兒子馬多馬祈禱，馬多馬果然回家團圓。她幫助潦倒街頭的李約翰回去找叔
叔。最後，感她動遠離上帝的舅爺回到上帝面前。她雖幼小卻散發出令人懾服的
神聖影響力。
浪子回頭的故事原型出自《路加福音》15 章 11 至 32 節， 很多稅吏和罪人
都挨近耶穌，要聽祂講道，祂開口先說故事﹕
耶穌又說：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
『父親，請你把我應得
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
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裏任意放蕩，浪費資財。既
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 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於是去投靠那
地方的一個人；那人打發他到田裏去放豬。他恨不得拿豬所吃的豆莢充飢，
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
我倒在這裏餓死嗎？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
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
吧！』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心，跑去
抱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
『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卻吩咐僕人說：『把那上好的袍
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
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他們就快樂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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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音，便叫
過一個僕人來，問是甚麼事。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為得他無
災無病地回來，把肥牛犢宰了。』大兒子卻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
來勸他。他對父親說：『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你並
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
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為他宰了肥牛犢。』父親對他說：『兒啊！你
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
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503
耶穌用浪子回頭的故事來比喻上帝和人類的關係。上帝如同慈愛的父親日夜
翹首等待放蕩的小兒子(人類)歸來，一旦兒子認罪悔改，做父親的就用最熱烈的
方式歡迎他。浪子回頭的細節不斷藉由美麗的言語、行為重現在小說的人際互動
中。小說中有典型與非典型的浪子回頭故事，馬多馬的例子是典型的親子關係型，
權且稱為第一型。他離開父母，在外窮苦潦倒，這才悔恨所行，認罪回家。
第二型是非親子關係型。無父無母的李約翰有一位好叔叔，叔叔希望照顧李
約翰，所以請他到倫敦自己開的店工作，但他拒絕叔叔的好意，定要自謀出路，
結果貧病交迫，身無分文，靠美麗借給他的車資才能回到叔叔身邊。李約翰的故
事屬於非親子關係中的近親關係型。
第三型是在家浪子。他們的身體在家，心卻流浪在外，或在富裕中墮落或在
貧窮中犯罪。魏老爺即屬於在家型富裕浪子，他自從發財以後忙於經營事業、沉
溺情慾，背離上帝的法則。雖然他按時出席禮拜，卻不再祈禱、日日勤讀聖經，
當上帝不存在。他的經濟富裕，靈魂卻已經窮苦潦倒，最後悔改過敬虔的生活。
＜浪蕩子＞的敘事技巧純熟，小說的三個類型與《聖經》的原型形成四部和
聲的美感，真正的主旋律是隱而未現的《聖經》原型。小說從死亡和淚水中開始，
結尾時所有經歷失落、悲傷、貧窮的人物都在人父和天父的愛中享受回家的幸福。
關鍵人物女童李美麗是一個圓型人物，她活潑可愛，善良又敬虔，對人和動物都
有憐憫心、同理心。但她也是個麻煩小天使，頑皮、不聽話、會闖禍，不管大人
尷尬與否，對關切的事物總愛追究到底。例如，她追問馬多馬的父親是否像《聖
經》一樣給兒子親嘴、宰牛犢、穿上好的衣服、戴戒指，這對貧窮又情感含蓄的
父子，很尷尬地回她一個平凡無奇的答案。小說人物立體生動，對話真摯，情節
富有變化，與《聖經》故事有鮮明的互文性。

第二節 單行本小說
503

見《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2019.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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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樂家》
《安樂家》An-lo̍k-ke 的原著 Christie’s Old Organ; or, Home Sweet Home，是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著名的兒童小說，1875 年在倫敦初版，作者是沃爾頓夫人
(Mrs. O. F. Walton, 1849–1939)504。美部會女傳教士博美瑞 (Mary Harriet Porter,
1846–1929)以官話譯成《安樂家》，1882 年由畫圖新報館印刷，中國聖教書會發
行。《安樂家》不斷再版，流傳廣泛。1897 年上海文華書館出版上海方言《安
樂个屋裡》，譯者不詳。1917 年福州聖教書局出版福州方言譯本《安樂家》，
譯者佚名505。
1890 年白話字版《安樂家》An-lo̍k-ke 出現在臺灣，譯者不詳，由臺南府城
聚珍堂出版506（版權頁見附錄圖 24），比上海、福州方言版更早。1915 年字體
較大的《安樂家》版本由同出版社發行。1924 到 1927 年每年都列在《臺灣教會
公報》的書訊上。1890 年版《安樂家》共 107 頁，分 14 章，末兩頁印有＜安樂
家＞的詞曲，創作者不詳，歌詞內容如下﹕
有榮光的寶城，門關將罪阻止，驚人跟歹代，驚人跟歹代，永遠昧得入去。
救主上帝羊羔，我來懇求赦罪，清氣我歹心，清氣我歹心，所行攏無欠虧。
主就叫我的時，得著做子歡喜，叫我住寶市，叫我住寶市，罪心眛冓發起。
聽候我穿白衫，感恩所穿來贖，極清極潔啦，極清極潔啦，踮抵天堂心足。
這首＜安樂家＞的歌詞取材自《啟示錄》第 19 章 7、8 節和第 21、22 章。
羔羊是基督的象徵，身穿白衣代表罪被基督的血洗淨，只有名列羔羊生命冊的才
能進天上聖城。聖城有珍珠門、碧玉牆、黃金街，生命河流過街道，河邊有生命
樹按月結果子，葉子乃是醫治萬民的。城內有神的榮光照耀，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所以不再有黑暗、死亡和咒詛。神要使他們作王，凡是不潔淨、行可憎與虛謊者
不得進入。＜安樂家＞的歌詞和小說主要人物利斯第母親臨終時躺臥在床上，手
摸著他的臉頰所吟唱的＜欣慕安樂家＞﹕「我的家就是安樂的家，無所在通比並
我的家」、「我欲到我的家，就是安樂家」507並不相同，但彼此呼應，也和主題、
情節環環相扣。
《安樂家》採取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述孤兒利斯第和孤單老人杜飛共同尋
504

黎子鵬，〈重構他界想像:晚清漢譯基督教小說《安樂家》(1882)初探〉
《編譯論叢》第 5 卷，

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185。
505

宋莉華，
《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譯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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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068(2019.11.18)

507

Mrs. O. F. Walton 著，譯者不詳，《安樂家》An-lo̍k-ke，Christie’s Old Organ; or, Home Sweet
Home，臺南﹕臺南府城聚珍堂，189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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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家的經過。利斯第在母親去世後幾個月，夜間偶然聽到樓上傳來轉琴的聲音，
第一首名叫＜謳咾上帝＞，第二首是＜吐氣勼寡人＞，第三首＜謳咾大英國好額
富貴的人＞，第四首就是使他魂牽夢縈的＜欣慕安樂家＞508，他每次都貼在門外
聆聽。有天，他聽見門內有人摔倒的聲音，大膽推門進去，發現以轉琴為生的杜
飛仆倒在地。從此他承擔起照顧杜飛的責任，兩人相依為命，直到杜飛離世。。
作者除了安排＜安樂家＞的詞曲意境不斷在小說中迴旋，又頻繁穿插《聖經》
經文、詩歌、講道、詮釋，做為情節起承轉合的觸媒。這些觸媒促使小說人物反
覆思考、彼此討論，提供他們線索逐漸勾勒出安樂家的圖像。小說以貧苦的臨時
家庭利斯第和杜飛為第一組，做主要的敘事線﹔優渥的美利家為第二組，是次要
的敘事線，兩線交織對照，聚散離合，過程充滿苦難，最後是快樂的結局。
利斯第和杜飛住在城內窮人雜居的高樓客店，美利一家生活在城外花園洋房，
現實中家的意象形成強烈對比。杜飛倒下以後，利斯第代替他以轉琴謀生，在路
途中認識美利姊弟。他從美利一家和教堂傳道偉先生處，打聽到關於安樂家的一
切細節，他將點點滴滴轉述給臥病在床的杜飛聽。母親病逝後利斯第從有家變無
家，遇到單身的杜飛，一老一小組成一個暫時的家。杜飛死後，利斯第的家再度
幻滅。美利原本有慈愛的雙親、可愛的弟弟一家幸福快樂，但母親因病死亡，圓
滿的家從此缺損一角。不管貧與富，小說人物在地上的家都是短暫的、變動的、
分離的，內心深處同樣渴望著永恆不變、圓滿的家。
美利的母親生前深受頭痛之苦，因憐惜利斯第和杜飛，她拖著病體和美利前
來關懷來日無多的杜飛，讀《新約聖經》給他們聽。美利問杜飛可願讓耶穌的血
洗罪白如雪，他表示甘心樂意，美利的母親說﹕「是，杜飛佮利斯第找著到安樂
家係條隘路，咱大家後來攏聚集抵安樂家﹔係此時就是快樂的日子。」509"Sī，
Tok-hui kap Lī-su-tē chhōe-tio̍h ka̍u An-lo̍k-ke，hit-tiâu e̍h lō﹔lán tāi-ke aū-lâi long
chū-chip tī An-lo̍k-ke﹔hit-chit-sî chiū-sī khoài-lo̍k ê jit-ch"。杜飛經過一番掙扎，終
於踏上前往安樂家的窄路。不久，利斯第為杜飛送葬和美利母親送葬的隊伍不期
而遇。窮人潦草埋葬，富人隆重行儀，葬禮形成強烈對比，曝露貧富差距的社會
現象。雖然外在形式懸殊，然而他們死後靈魂都與利斯第母親相聚，在安樂家裡
做永遠的家人。
杜飛死後利斯第心中苦楚，出城找美利姊弟談話，不料美利去法國避暑，利
斯第心中更為憂悶。他在夏日高溫中走回城內，想入客店內休息，老闆娘不准他
白天回來，他只好在外等待。身心交迫下他得了熱病，而且無人照料。一連數日
他高燒夢囈瀕臨死亡，同住的客人怕被感染，請老闆娘把他趕走。老闆娘於心不
508

同上註，頁 3。

509

《安樂家》，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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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遂將他搬到幽暗僻靜的小角落。後來偉先生來看他，美利的父親依妻子的遺
願出資照顧利斯第，並且讓他接受教育，展開人生的新頁。
成年後利斯第和美利各自成家，利斯第在世上有了安樂家，翹首以待上帝安
排的日子歸回永恆的安樂家。利斯第變成傳道人，回到從前居住的地方。那客店
變得更為破舊，一如當年幫助他的偉先生，他去關懷孤窮老弱，指引他們前往安
樂家的方向。
《安樂家》是一部都市苦兒尋道小說。孤兒利斯第飽嚐生離死別、貧窮疾病、
孤單無助之苦，認識杜飛後還挑起賺錢養家、照料病人的生活重擔。利斯第兒少
時幫助杜飛，長大後關懷更多弱勢者，帶給他們希望，指引他們走進永遠幸福的
家鄉。小說將兒童形塑成受難的天使，在人間煉獄救助同受苦難的大人脫離罪污，
進入天堂，十分惹人憐惜和激賞。
二、
《泰迪的鈕阿》
《泰迪的鈕阿》Te-tì ê Liú-á 原著 Teddy's Button，英國女作家梅理福（Mrs.
Amy Le Feuvre）所著，由美國北長老會狄文氏(Ada Haven Mateer)翻譯成《扣子
記》
，1908 年由上海美華書館出版，1910 年協和書局出版510。
《泰迪的鈕阿》Te-tì
511
ê Liú-á，有三幅插畫，1914 年已經譯介到臺灣 。現存 1917 年版註記譯者 H. C.
Kip，閩南聖教書局出版512。（封面、版權頁見附錄圖 30、31)1924 到 1927 年每
年 1 月連續進入《臺灣教會公報》書訊。
《泰迪的鈕阿》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進行敘述。男孩泰迪一心要效法英勇殉
職的父親奮勇殺敵，最後他認識到「自己」才是真正的仇敵，而不是外在可見的
他者。面對人際衝突，他的心不斷在本我、超我之間擺盪，幾經波折他漸漸減少
頑皮任性，學會收斂，放下仇恨，代以良善。
泰迪衣服上縫著父親的扣子，裡面藏著他對父親無限的思念和崇拜。他經常
拿著扣子驕傲地向人訴說父親的光榮事蹟，
（見附錄圖 31-1)唯獨水手之女娜妮不
相信他所說的，泰迪十分惱怒，視她為仇敵。妮娜以水手父親為榮，與泰迪抗衡，
兩人處處針鋒相對，爆發許多衝突。
泰迪在安靜的禮拜中對妮娜發出怒言，惹得眾人側目。會後牧師引導泰迪認
510

宋莉華，前引書，105 頁。

511

＜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第 354 卷，1914 年 9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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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Amy Le Feuvre 著，H. C. Kip 譯，
《泰迪的鈕阿》Te-tìê Liú-á，Teddy's Button，廈門：閩

南聖教書局，1917 年。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94(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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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真正的仇敵是「自己」，而不是妮娜。當以上帝為武官，做祂旗下的兵丁，照
祂的吩咐認罪、赦免人、愛人，才能掌祂的軍旗。泰迪在往後的日子，不斷和有
形與無形的敵對者交戰，特別是和內心的仇敵「自己」爭戰，雖然有時輸有時贏，
但整體而言逐漸進步，較能約束自己負面的心思意念和破壞性的行為。泰迪和妮
娜時而相爭，時而友好，關鍵在於泰迪選擇聽從「自己」還是「上帝」的聲音。
小說成功地塑造泰迪和妮娜兩圓形人物。泰迪有頑童性格，捉青蛙放在老師
的抽屜和同學的身上﹔搬走工人的樓梯，讓他們下不來﹔驚嚇工人害他們失手噴
出牛奶。他和妮娜看見鄰居在河邊捕魚打瞌睡，趁機用繩索綑綁他。良心提醒泰
迪所行不當，他回頭鬆綁，不料鄰居醒來很生氣，反將兩個孩子綑綁在地，直到
副將趕馬車經過才替他們鬆綁。
《泰迪的鈕阿》受到《聖經》和《天路歷程》影響。《聖經》經文經常出現
在有關罪、仇敵、爭戰的對話和情節中。《天路歷程》的影響反映在孩子對過死
河、進天堂的想像。泰迪和妮娜在河邊玩耍，扣子鬆脫，妮娜趁機抓住不還，泰
迪硬要掰開她的手，扣子不慎掉進河裡，泰迪跳入水中追尋，撞傷頭部溺水瀕死，
昏迷數日才脫離險境。泰迪第二次的落水，類似《天路歷程》過死河出死入生的
情節，是泰迪生命成長的重要轉折點。
女童妮娜的形象十分鮮明，性格剛強勇猛。她要像父親一樣當水手，把樹當
船練習爬高爬低。泰迪描述父親的事蹟，唯有她敢質疑不信，絲毫不在意群眾壓
力。某日兩人在獨木橋上相遇，泰迪堅持自己不是逃兵決不轉身退後。妮娜昂首
闊氣地要求女士優先，
（見附錄圖 31-2)泰迪不從，她就動手強推他，結果兩人一
起摔落橋下。泰迪返家後帶男童伴到妮娜家興師問罪，她悠哉地悠哉地邊玩邊嘲
笑泰迪膽小不敢自己一個人來。星期天，牧師在台上講道，泰迪在禮拜堂向妮娜
扮鬼臉，她不甘示弱立刻吐舌頭回敬。
妮娜和泰迪亦敵亦友，當鄰居要綑綁泰迪時，她為泰迪據理力爭，請求開脫。
泰迪落水昏迷時她心生內疚，向上帝許願，若泰迪活過來她就願意和他一樣當上
帝的兵丁。泰迪恢復以後，妮娜說出自己的許願，但堅持要求泰迪承認水手和軍
人一樣勇敢，因為泰迪始終認為水手不如軍人。她甚至強人所難，要求泰迪如果
死了，就要送她那粒扣子。泰迪起初不願意，說要和扣子同葬，後來順從內心捨
己愛人的教訓才答應她。妮娜的形象和華人文化中強調女孩要端莊、文靜、乖巧、
柔順大相逕庭。
泰迪接受牧師的教導後開始學習治服心中的敵人，也去幫助大人這樣做。他
邀請行軍的尉官到家裡喝茶，幫助戒酒的軍人逃避旅店喝酒的誘惑。他主動請牧
師安排茶會招待路過的軍旅，用上帝的教訓慰勉他們，得到眾人的讚賞。副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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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泰迪的熱心，讓他站在眾人面前講述扣子和父親英勇的事蹟。
（見附錄圖 31-3)
在扣子落水後，泰迪祈求上帝幫他找回。副將從河裡抓到幾條魚，剖開魚肚
後發現泰迪的扣子。這段情節是受到《聖經》故事的影響，耶穌的門徒照祂的指
示去釣魚，從魚肚中取得納稅的銀錢513。
《泰迪的鈕阿》屬於兒少靈性成長小說。
全書用一個小小的扣子做為人性與《聖經》教義角力的焦點。主要人物泰迪在角
力中日漸得勝，靈性生命成長茁壯，人際關係朝正向發展。
三、《以勒的福音》
1914 年《以勒的福音》Ek-lek ê Hok-im 譯介到臺灣514。現存版本共 57 頁，
原作者、譯者、出版時地皆未註明515（封面見附錄圖 25)。1924、1925、1926 年
被選入《臺灣教會公報》推介書目。小說敘述家境優渥的男童以勒，自小身體孱
弱無法像一般孩童行走跑跳，只能坐在推車上活動。父親在外工作很少在家，由
繼母和家僕照料。繼母嫌棄他麻煩難纏，是個被寵壞的孩子，說他的命跟狗一樣
活不久。以勒一直處於假性失親、心靈孤兒的狀態。漫漫長日裡他憂思滿懷，再
多再好的玩具也填補不了他內心深處渴望的平安。
某日，他在沙灘上遇見年輕的邊防官。邊防官看見以勒病懨懨，滿臉落寞的
神態，與沙灘上活潑玩耍的健康孩子形成強烈的對比，便憐惜他與他交談。恰巧
以勒的狗從海裡叼了幾頁福音書殘卷，後來他和邊防官經常討論與福音書有關的
議題。
《聖經》殘卷的出現是以勒和邊防官人生轉變的契機。
邊防官的母親從小教導他認識基督信仰，但信仰只存在他的認知層面，長大
後他過著放蕩的生活，離母親的期許甚遠，直到遇見對信仰問題窮究到底的以勒，
才喚起他對信仰的記憶，最終因為以勒他獲得生命中一直渴求的平安和滿足。
書信體在這部小說中佔有重要位置，裡面有以勒寫給上帝、邊防官和爸爸的
信，也有邊防官和爸爸回復以勒的信。最後一封信是以勒接到父親死在非洲的消
息後，請求邊防官來看他，而且把自己寫給父親的信以及父親臨終的遺言一併寄
513

新標點和合本《聖經》，
《馬太福音》17 章 24-27 節﹕到了迦百農，有收丁稅的人來見彼得，

說：
「你們的先生不納丁稅( - 丁稅約有半塊錢)嗎？」 彼得說：
「納。」他進了屋子，耶穌先向他
說：
「西門，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誰征收關稅、丁稅？是向自己的兒子呢？是向外人
呢？」 彼得說：
「是向外人。」耶穌說：
「既然如此，兒子就可以免稅了。 但恐怕觸犯( - 觸犯：
原文是絆倒)他們，你且往海邊去釣魚，把先釣上來的魚拿起來，開了牠的口，必得一塊錢，可
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稅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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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冊房白話冊＞《臺灣教會報》第 354 卷，1914 年 9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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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85(2019.11.18)
182

上。邊防官閱讀後發現，孩童以勒已帶領著他和以勒的父親兩個大人找到信仰。
小說的主題嚴肅，用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述，以孩子的視角來探詢天堂、靈
魂、罪、死亡、上帝、耶穌的身分與工作、動物是否有罪和靈魂的議題。小說籠
罩在孤單、寂寞、疾病、死亡的陰影裡，正當以勒在信仰中找到希望和平安，成
為他身體康復的良藥，籠罩的霧靄彷彿漸漸散去，此時噩耗傳來，他成為真正的
孤兒。他堅信天堂的存在，擁有未來再見到父親的希望，還有邊防官對他的愛與
了解，讓他在極為痛苦的處境中能夠不感到絕望孤單。
《以勒的福音》屬於苦兒尋道小說中的富家子弟型。小說所塑造的兒童體弱
多病，多愁善感，卻展現出改變大人的力量。兒童和成人一樣，面對生命和死亡
的課題無可迴避，但兒童主動探索的動能、豐富的想像力、廣濶的思考角度、縝
密的推理層次、靈敏的感知力卻超越成人。兒童敦促著成人作深度的反思，從而
擴展兒童與成人的生命境界。小說探索人生的核心課題，描繪兒童生存的多重困
境。死亡、疾病、空虛各種痛苦不安和信仰帶來的希望、平安、復原、愛與理解
兩種氛圍始終交錯在一起，使人讀後低廻不已。
四、
《欣慕義親像吆啐瘩》
苦兒小說《欣慕義親像吆, 啐瘩》Him-bō͘ gī chhin-chhiūⁿ iau chhùi-ta 現存版
本的出版資料不詳516（封面見附錄圖 27)，1921 年 11 月＜冊房告白＞列為新書，
本書真正的出版時間應早於此。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臺灣教會公報》的推
介書目都將 Him-bō͘ gī 納入。這本小說的題旨出自《馬太福音》第 5 章 6 節，耶
穌在登山寶訓說的八福之一「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作
者以第三人稱敘事觀點描寫貧困兒童的悲慘際遇，他們因飢渴慕義脫離窘迫的生
活，靈魂得到永恆的滿足。
女孩琪蒂一家、病童傑米和父親、賣果菜養家的男孩德和他中風癱瘓的老母
親，這三個家庭住在同一個貧民窟裡。主要人物是 10 歲的女童琪蒂，父親早已
去世，僅靠母親幫人打零工度日。母親經常一大早外出，天黑才回家，清瘦的琪
蒂負責照顧 3 歲和 4 歲大的兩個弟弟。母親出門前將廚櫃上鎖，避免孩子忍不住
飢餓偷吃晚餐的麵包。弟弟因饑餓哭鬧時，琪蒂就教弟弟去睡覺好忘掉飢餓。
貧民區的巷口連通繁榮大街，衣衫襤褸的琪蒂只敢站在巷口好奇張望，穿著
體面的人們和馬車來來往往。一日她撿到一張紙寫著﹕「吆,啐瘩就有福氣！」
"Iau chhùi-ta chiū ū hoh-khì" 517，經常處於飢餓狀態的她大惑不解，為何飢餓、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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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913(2019.12.18)
《欣慕義親像吆,啐乾》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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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渴有福氣呢？琪蒂不斷找機會求解這句話的意義，終於得知這句話完整的前後
文「人那欣慕義親像吆,啐瘩就有福氣，因為伊會得著飽。」(Lâng nāHim-bō͘ gī
chhin-chhiūⁿ iau chhùi-ta chiū ū hoh-khì,in-ūi ōe tit-tio̍h pá)518 逐漸領悟「飢渴慕義
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並且真實經驗到這句話的作用。
傑米的父親對他漠不關心，經常流連酒館，回家就惡眼相向，他經常處於飢
餓、口渴和恐懼的狀態中。在他骨折後，父親不求醫、不照料，任憑他鎮日困居
暗室，組織發炎壞死最後喪命。琪蒂發現傑米的慘狀，利用照料弟弟的空檔給傑
米水喝，和他交談，轉述上主日學的種種，傳遞老師教導關於飢渴慕義的意義，
在悲苦的日子裡兩個孩子建立起溫馨深厚的友誼。主日學老師從琪蒂口中得知傑
米的處境，請來醫生救治，但為時已晚。傑米臨終前完全明白飢渴慕義的真諦，
得到永恆的滿足，在琪蒂和老師的陪伴下離開世界。
小說中的父母親或缺席或失能，造成在兒童身體、精神和靈性上的匱乏，直
接或間接妨礙孩子人生的發展，甚至扼殺孩子的性命。未成年的孩子在苦難的環
境下挑起家庭生計和照顧更幼小孩子的責任，既無法上學如賣果菜的德，也不被
允許上學如琪蒂。紙張上的話是受苦兒童生命轉變的契機，希望之光照進心靈的
暗室，讓她、母親和傑米的人生都起了美好的變化。她得到上學的機會，影響母
親重拾失落的信仰，還得到穩定的工作機會。琪蒂的母親是一種信仰意義上的離
家返家，浪子回頭的範例。後來傑米進入永不再飢渴，充滿光明幸福的天堂，與
傑米情同手足的琪蒂目睹他離世的過程，主日學老師為了避免她往後觸景傷情，
幫助他們全家遷居到清爽的地方。她們全家不論在生理的饑渴或心靈的饑渴都得
到完全的飽足。
小說型塑的孩子積極、堅忍、善良，在苦難中彼此憐惜，展現人性的光明面。
理想的父母是小孩生命的保護者、品格智能的啟發者，但小說中的父母卻墮落失
能變成孩子的加害者。小孩在苦境中掙扎，奮力追尋逆轉人生的能量，自己脫困
也引導大人迷途知返，反而是父母生命的啟發者和幫助者。
五、
《仰望地》
寓言小說《仰望地》Gióng-bōng tōe 連續出現在 1924 到 1927 年《臺灣教會
公報》1 月的書訊上。現存版本是 1917 年廈門萃經堂印，譯者 H.C.Kip(生卒年
不詳) 519 （版權頁見附錄圖 28)。本書翻譯自艾蜜莉‧史迪爾‧艾略特 (Emily
Steele Elliott﹐生卒年不詳) 1892 年出版的《期望角》Expectation Corner: Or Adam

Slowman, ＂Is Your Door Open?＂(Ps. 62:1, 5): being some fireside thoughts
518

《欣慕義親像吆,啐乾》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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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地》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923(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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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King’s pensioners with Conflicting Duties and When the king Comes to
His Own520
小說開頭安排說故事的人在室內聽到遠方傳來陣陣鐘聲，他回想起一個故事，
名叫《贖回地的誌略》，接著講述內容，講完整個故事，故事的人提點要旨，勸
勉讀者。若從證道故事的分類來看，
《仰望地》的結構屬於置中型，
《贖回地的誌
略》是鑲嵌在中間的主幹。從說書人的引言開始，《聖經》經文不斷出現在行文
中。
《創世紀》記載上帝創造的人類始祖名為亞當。《贖回地的誌略》主要人物
綽號「慢鈍亞當」暗喻被罪汙染墮落以後的人類，慢鈍亞當住在贖回地的贖回城。
尊貴的贖回國國王聲名遠播，贖回地曾因各種擾亂而敗壞，國王派他的獨生子去
處理。王子住在民間與百姓同甘共苦，為他們償還國王的罰款，免除他們的刑責。
贖回地外是荒地，贖回地內恢復生機，有青草地、花園、林木、果樹、穀倉、貨
棧，從遠山接引來的清水流到家家戶戶。國王發給百姓一份承諾書，若有任何需
要只要按著上面所寫的承諾去陳情，國王就會派人視察並且按著對他們最高的利
益，在最適當的時機滿足他們的需要。
慢鈍亞當仔細收藏承諾書後很少拿出來看，他推說眼花看不清，對承諾書漫
不經心，生活過很窮苦。鄰居滿福（與慢鈍亞當形成對照的人物)也持有相同的
承諾書，屢次照著承諾上書給國王，總能得到豐富的供應，所以他心裡快慰經常
唱著讚美的樂歌。滿福見亞當居家環境像貧民窟，水管阻塞，蜘蛛網盤結，屋內
灰暗，人也清瘦得快餓死的模貌大感奇怪，就與他談論怎樣使用承諾書改善生活。
滿福教他按著國王的承諾，憑著信心上書陳情，專心仰望國王的施恩，然後用耐
心等候禮物來到，就可以過得像他一樣美好。慢鈍亞當從前曾經試著去做，但是
無所獲，因為他不耐煩等待，以致錯過國王差使送貨的時間。在滿福鼓勵下他再
試一次，果然見到國王派來的欽差大臣。欽差為他解決問題，帶著他參觀穀倉和
貨棧。他見到期待中的禮物，只因為他缺乏信心不上書，上書後又沒耐心等待，
好幾次送貨車經過都無人接收，所有的物件只好原封不動送回倉庫存放。
這是一本以如何正確祈禱為核心主題的小說，說明上帝如何回應人的禱告，
天國子民又當如何掌握禱告蒙福的關鍵。全書以具象化的方式，表現肉眼可見的
生活型態與不可見的靈性狀態存在的連動關係。小說以救贖國國王派獨生王子治
理社稷來比喻上帝差遣獨生子耶穌救贖世人的工作。困窮的慢鈍亞當與富裕的滿
福是一個強烈對比，分別代表蒙福的人和錯失恩惠的人。國王派車來接滿福回王
520

Elliott, Emily Steele，ExpectationCorner: Or Adam Slowman, ”Is Your DoorOpen?”(Ps. 62:15):
being some fireside thoughts for the King’s pensioners with Conflicting Duties and When the king
Comes to His Own，Merchant Book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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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生活（基督信仰的死亡觀認為信徒死後被接回天家與萬王之王上帝同住)，亞
當終於茅塞頓開，知道怎樣校準生活的方法和態度，深信自己將來也可以和滿福
一樣被國王禮遇，接回宮中生活。他因正確的認知而蛻變，整個人靈光起來，最
後脫去慢鈍亞當的綽號。
《仰望地》以寓言小說的方式表達福音，架設外框，將小說主體放在框內，
大量運用《聖經》經文和意象，按人物性格特質命名的手法，顯然是受到《天路
歷程》的影響。
六、《孝女，哋喳感激老爸》
《孝女，哋喳感激老爸》Hàu-lú, Tē-cha kám-kek lāu-pē 晚清時期已經來臺，
1885 年 8 月登在《臺南府城教會報》書訊。1913 年 7 月《臺灣教會報》＜臺南
冊房白話冊＞書訊名為 Hàu-lú Tē-cha。521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臺灣教會公
報》再將《孝女，哋喳感激老爸》納入書訊書目522。目前可見的版本是 1925 年
閩南聖教書局出版，譯者不詳。523（版權頁見附錄圖 32)
小說敘述猶太銀行家獨生女哋喳改信基督，最後影響父親受洗歸信的心路歷
程 。 原 著 是 德 國 作 家 赫 曼 ‧ 保 (Hermann Ball) 的 作 品 Thirza ， order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Kreuzes，最早的是 1840 年版524。1842 年由 Elizabeth Maria
Lloyd 翻譯成英文 Thirza; or the Attractive Power of the Cross《哋喳；或十字架的
魅力》
。1847 年來華的德國禮賢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當時又稱巴冕會，
Barme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葉納清 (Ferdinand Genähr, 1823-1864)翻譯成
章回小說：《金屋型儀》，1852 年香港出版。525
《金屋型儀》一改原著不分章節的樣貌，套用章回小說的敘事模式，將原書
內容節縮成三回，用七言對稱句標示回目，有楔子、開場詩、散場詩。小說用語
文白夾雜、駢散結合，人物描繪程式化，情節切換慣用套語526。《孝女， 哋喳
感激老爸》反而不分章節，無《金屋型儀》章回小說分回目、楔子、開場詩、散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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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臺灣教會報》第 340 卷，頁 6。
《臺南府城教會報》第 466 卷，12-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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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子鵬，＜首部漢譯德文基督教小說：論《金屋型儀》中女性形象的本土化＞《中國文哲研

究通訊》
，第 22 卷，第 1 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 年，3 月，22 頁及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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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華，《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譯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116 頁。
在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研究領域，目前宋莉華可謂一枝獨秀，為後學奠定下基

礎，筆者撰寫本論文多次參考引用，特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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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詩的部份。將譯文兩相對照，《孝女， 哋喳感激老爸》以直接音譯混合意譯
的方式處理《金屋型儀》的語句，例如牧師娘瑪麗亞初見哋喳時描述她的面貌﹕
始見其美貌可人，真個冰清玉潔，桃唇杏臉，有沉魚落雁之姿，具閉月羞
花之色。《金屋型儀》527
khòaⁿ-kìⁿ i ê bīn-māu chin-chiàⁿ chhin-chhíⁿ, thô-tûn, hēng-bīn, ū tîm-hî
lo̍k-gān ê iông-māu, pì-go̍at siu-hoa ê bīn-sek. 528
看見伊的面貌真正清醒，桃唇、杏面，有沈魚落雁的容貌，閉月羞花的面
色。529《孝女，哋喳感激老爸》
形容哋喳的心情﹕
惟心憂如結，好似煙鎖柳眉，雲籠桃臉。《金屋型儀》530
chóng-sī sim-koaⁿ iu-būn,chhin-chhiūⁿ phah-kat, óan-jiân chhin-chhiūⁿ ian só
liú-bâi, hûn tà thô-bīn.531
總是心肝憂悶，親像打結，宛然親像煙鎖柳眉，雲罩桃面。《孝女，哋喳
感激老爸》
《孝女，哋喳感激老爸》譯者不詳，也未註明翻譯的參考版本，從對照中可
以發現該書參考《金屋型儀》的文辭轉譯，但脫去章回小說的套式，將文體還原。
單就書籍命名來看《孝女，哋喳感激老爸》以主要人物的行為特質、名字和主旨
為名，凸顯哋喳「孝」親的美德。《金屋型儀》書名強化富家千金的身份，大家
閨秀的典範。《孝女，哋喳感激老爸》整體風格較《金屋型儀》流暢直白，但刻
意保留部份直接音譯的成語，與首富千金儒雅的教養相襯。
小說用第三人稱敘事觀點。主要人物哋喳因無猶太學堂可入，父親所羅門送
她入基督教學堂，她在校接觸《聖經》但懵懂未信。母親死後她到城外教堂聽道，
才真正認識基督信仰，內心產生劇烈的衝突。猶太教仇視基督信仰，原本疼愛她
的父親憤怒不已，拒絕和她見面。失去母親的她形同又失去父親，她極為痛苦煎
527

同上註，117 頁。

528

《孝女, 哋喳感激老爸》，廈門﹕閩南聖教書局，1925 年，頁 3。

529

《孝女，哋喳感激老爸》譯文為筆者暫譯。

530

同註 6。

531

同註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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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後來父親所羅門重病，哋喳盡心盡力孝親，在牧師夫婦的祈禱關懷下，最後
父親領悟基督信仰，康復後受洗。
猶太教對基督信仰的抗拒，從本是同根生的耶穌基督出來傳道就已經開始，
隨著基督信仰傳播到世界各地，在當地與風俗文化產生異質互斥的現象更是屢見
不鮮。華人社會著重孝道，改宗的基督徒常被視為大逆不道，是背棄祖宗的不孝
子。首先接受基督信仰者往往要面對家庭、宗族極大的壓力，甚而被迫放棄信仰。
王政文在《天路歷程—清末台灣基督徒的改宗與認同》說到﹕
敬神與祭祖成為基督徒與家人衝突的根源，也成為基督徒內心的掙扎與矛
盾。孝是民間社會倫理的主要內容之一，祭祀崇拜祖先是孝的表現方式，
基督教的敬神與儒家的祭祖始終構成難以調和的衝突和矛盾。……祭祖問
題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社會傳播時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之一，也是信徒面對改
宗抉擇時最主要的掙扎之一。532
孝道文化、祭祖文化在臺灣地區根深蒂固，加上三從四德的遺訓，重男輕女的慣
例，女兒要在家庭中做基督信仰的先行者，往往備受煎熬。小說《孝女，哋喳感
激老爸》示現基督徒女兒如何在堅守信仰的原則下實踐孝道。《臺灣教會公報》
譯介《孝女，哋喳感激老爸》，形同給面對類似處境中的臺灣基督徒兒女，提供
一冊在傳統孝道下如何揹起十字架，以基督之愛突圍的教戰手則。
七、《勒詩嘉的代誌》
《勒詩嘉的代誌》譯自《潔西卡的第一次祈禱》(Jessica’s First Prayer，1867)，
是英國女作家荷絲芭，斯特拉頓(Hesba Stretton，1832—1911)所作。她本名莎拉．
史密斯(Sarah Smith)，1858 年開始以筆名 Hesba Stretton 發表作品。美國公理會
傳教士佩森(Miss Adelia M, Payson)以福州方言(漢字訓讀)譯成《貧女勒詩嘉》，
1878 年由福州美華書局出版。533白話字譯本首版的時間不詳，1885 年 8 月、1913
年 7 月、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臺灣教會公報》書訊都列有 Lek-sī-ka，1925
年還括弧標示有插圖。現存的版本 1955 年《勒詩嘉的代誌》Lek-sī-ka ê Tāi-chì
由臺南新樓書房，臺灣教會公報社印刷發行，譯者不詳，目次 10 章，共 35 頁，
連同封面有 3 幅插圖。534(封面見附錄圖 29)

532

王政文，
《天路歷程—清末臺灣基督徒的改宗與認同》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9 年，頁

5。
533
534

宋莉華，前引書，頁 174。
《勒詩嘉的代誌》，全書詳全書詳見 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1816

(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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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詩嘉的代誌》小說開頭寫道﹕「大英國，倫敦京城是天下第一大，長三
浦外，闊二浦，差不多廈門海嶼的大，人抵企起約略四百萬。」535，而原著第一
句從多年前，倫敦鐵橋下隱僻角落的戶外咖啡攤寫起﹕「 In a screened and
secluded corner of one the many railway-bridges which span the streets of London
there could be seen a few years ago , from five o'clock every moring until half past
eight , a tidily setout coffoe stall, ......」，白話字譯本的開頭顯然是譯者所加，以廈
門島的大小來引導讀者想像英國倫敦城的幅員536。
勒詩嘉住在倫敦城垃圾場旁邊一個搭建在馬廄上的破屋，從小她就不知父親
去向，母親是個酗酒成性的女演員，三天兩頭不在家，所有的東西都拿去典當，
只剩下一張破席鋪在地上當床。勒詩嘉曾是兒童演員，但是當她變得太大不能與
角色相稱時，就失去謀生功能，經常遭受母親打罵擰捏，只好自己在倫敦徘徊乞
討。某個下雨天早晨，她身上帶著瘀痕，餓著肚子，來到一個賣咖啡和餅的小路
邊攤前。攤販林但理是一個教堂管理員，想多賺點錢又怕富貴的雇主知道將他解
聘，就利用五點到八點的時段，偷偷到一個偏僻隱密的角落擺攤賺外快，那裏是
社會底層人士進出城的地方﹕
有一日，係時的中間少人呷點心，但理忽然介頭看見有一個查某囝仔抵擔
邊，目睭金金，連鞭看伊的身軀，連鞭看伊所擺的點心，親像吆的貓除愛
呷得款式。面色清瘦，頭氋散散，穿一領破短衫，無坎肩頭，腳無穿鞋。
但理扼落去提覓，就看見此個囝仔腳相踏，驚寒的款式，定定在企，攏無
講話，目睭直直看呷個點心，嘴得嘖嘖嚎，親像愛呷。537
當天較少人吃點心，但理看到勒詩嘉衣衫襤褸，飢寒交迫的模樣於心不忍，
就讓她坐在籠上烤火，給她賣剩的餅吃。但理知道她的身世遭遇後，允許她每周
三來攤子享用一次免費的茶點，要求她不可以讓別人知道。勒詩嘉遵守承諾，每
周三早上八點鐘響後，待買點心的人散去，勒詩嘉才敢靠近點心攤。(見附錄圖
29-1)
三個月後，但理點鈔時故意掉張大錢在地上，要試探勒詩嘉的心，找機會責
備她讓她別再來。她先用腳蓋住錢，再拿起來用衣服擦乾淨，放在桌上還給但理，
但理感嘆自己不可能像她一樣忠厚。但理依舊每次收攤後都留心不讓勒詩嘉有機
會跟著他，免得知道他的去向。

535
536

《勒詩嘉的代誌》
，頁 1。
Hesba Stretton﹕Jessica’s First Prayer﹕And Jessica’s Mother,Philadephia﹕Henry Altemus,

1897.p.5.
537

《勒詩嘉的代誌》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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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禮拜日，勒詩嘉無緣無故被醉酒的母親趕出家門。天色已暗，她流著
淚在路上走，忽然看見但理穿著體面，裝束和擺攤時不同，心生好奇一路尾隨，
跟著他走到教堂。但理忙著開門、點燈做會前的準備，沒有察覺穿一身破衣的勒
詩嘉站在會堂裡，正用充滿驚嘆的眼神打量富麗堂皇的陳設。
但理發現她後，立刻厲聲趕她出去，在他看來這裡是富貴人往來的地方，乞
丐不該待在此﹕「但理忽然看見勒詩嘉抵此地企，目晭金金看，就歹聲嗽講﹕『今
你得緊去﹔此所在毋是互乞丐的人待，是富貴的人得往來，趁此霎杳昧來，你得
趕緊去，今問你怎樣會來到迦？』」538勒詩嘉說明原因後，好奇追問但理富貴人
在此做什麼？祈禱是什麼？富貴人什麼都有為什麼還需要祈求？但理知道她對
此一無所知，覺得好笑，草率回應後要她別問那麼多，催促她快快離開。
但理忙著迎接富貴人時她趁機躲在門扇後面，當崇拜的樂聲響起，她心中大
感歡喜。她從未聽過琴聲，蹲在地上靜靜聆聽，不禁潸然淚下。後來又聽見唱詩
和講話的聲音，探頭一瞥看見警察的妻子在內，她驚嚇地立刻逃開，走在又黑又
冷的路上，回到充滿苦楚的家。
往後，勒詩嘉每次都躲在門扇後蹲著享受禮拜日美好的時刻。某天，她照舊
進入會堂恰巧遇到牧師的兩個女兒。小女兒英理歡迎她進去，大女兒則暗示妹妹
她一身破衣，不宜進去。英理翻開手上的《聖經》讀《雅各書》第二章的經文給
姊姊聽﹕
那有人掛金手環，穿娞衫入您(lín﹕你們)的會堂，也有喪餉的人請穿破
衫平平入來﹔看穿娞衫的人，佮尹講坐抵頂位﹔對喪餉的人講，請企邊阿，
抑是坐這近我的腳踏椅﹔揀無是分別喪餉好額，心肝想無平正(Pîⁿ-chiàⁿ)
嗎？」539
讀完就說﹕「咱那無請此個人入來相佮坐，實實無趁永恆的主耶穌基督的道
理，講毋通用外貌分別人。」540世故的姐姐還是要請但理來定奪，勒詩嘉因此放
棄要走，感嘆自己無從知道祈禱等事，姊姊意識到自己有引導人認識信仰的本份，
立刻帶她去見父親。
牧師回答勒詩嘉有關上帝、祈禱、牧師職份的提問，他教導勒詩嘉怎樣向上
帝祈求。勒詩嘉學著牧師雙手掩臉低下頭來，第一次祈禱說﹕「上帝啊，我要明
明知你，冓要你替我還但理互我呷茶餅的錢。」(Siōng-tè - -ah,góa ài bêng-bêng chai
538

《勒詩嘉的代誌》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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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詩嘉的代誌》
，頁 14。

540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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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í，koh ài lí thòe góa hêng Ta̍n-lí hō͘ góa chia̍h tê-piáⁿ ê chí ⁿ)。541她不為自己的破衣
祈求，只求認識上帝，求上帝幫她償還但理的點心費。牧師聽完流下眼淚，安排
勒詩嘉跟自己的女兒坐在一起參加禮拜，還親自去她家訪視 (插圖見附錄圖
29-2)，給她一些錢按時吃茶餅，牧師的女兒也送她中古的衣裳。
勒詩嘉每個禮拜日換上好衣裳進會堂，她始終沒有讓牧師知道賣茶餅的但理
和管會堂的但理是同一個人。吃點心時她常常對但理提問﹕「你是好人嗎？」、
「你的靈魂是否已經得救了？」、「你是否每天走得更接近天堂了？」、「你所
賺的錢是否要給上帝？」這些話刺激著一毛不拔，以積財為樂的但理反思自己的
價值觀和信仰狀態。
有兩個禮拜天勒詩嘉沒有去吃心也沒來會堂，但理心生不安，急忙尋找勒詩
嘉。他進屋前聽到勒詩嘉祈禱求助的聲音，發現她病倒在家中無人照料，母親怕
被傳染數天前就棄她而去。但理留下來整夜照顧勒詩嘉，見她打寒顫，便脫下自
己的好衣服裹住她，此刻他突然想起耶穌的話﹕「既然按呢款待我的兄弟第一細
的一個，就是款待我。」542領悟到做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就是做在神身上的意義。
天亮時但理送勒詩嘉就醫，但理見她病危心疼地祈求上帝讓她活過來，勒詩
嘉知道但理疼愛他，一手摸著但理的頭一手摀著自己的臉這樣祈禱﹕「天父啊﹗
我已經求祢互我到天堂，那是但理阿伯要我冓再活幾年踮抵世間，所以此霎冓再
求祢互我的病好﹔是偎靠耶穌的功勞。」543，勒詩嘉原先祈求去天堂，因但理的
疼惜改變主意，希望上帝成全但理的心願讓她多活幾年。她的祈禱應驗，轉危為
安，但理收她為乾女兒，花錢租屋照顧她。從此勒詩嘉伴著但理一起打掃會堂，
和牧師的女兒一起坐著聚會，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在信仰上，但理身為會堂管理員，然而他始終滯留在真正意義的教會門外，
勒詩嘉的到來引導他脫離守財奴自私、世俗的價值觀，才真正登堂入室。但理告
訴牧師，他只是給勒詩嘉一點剩下的餅，上帝報償他的是靈魂得救，孩子天真的
問話啟發他的信仰勝過牧師的講道。
勒詩嘉是貧窮和家暴的受害者，對比牧師兩個受良好照顧的女兒有如天壤之
別。基督信仰是勒詩嘉脫離厄運走向幸福的關鍵，同時她以尋道者的身份、受難
天使的形象幫助但理認識基督信仰，促使他的靈魂免於沉淪獲得拯救。小說巧妙
地安排勒詩嘉和但理兩人互為受助者和幫助者，單身的但理和孤苦的勒詩嘉，變
成一對父女，圓滿成一個家。勒詩嘉的父親從一開始就缺席，最後她蒙受上帝的
541

同上，頁 20。

542

同上，頁 31。

543

同上，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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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顧，從但理和牧師身上得到雙倍的慈父之愛，又有牧師的女兒為伴，享受手足
之情。會堂作為地上天堂的象徵，當他們一起在裡面聚會，也就嚐著在地如在天
的永恆幸福。
小說穿插的幾節《聖經》經文是支撐全書的精神骨幹。經文與故事情節共同
詮釋在貧富懸殊的世界裡，不以貧富、地位、外貌待人，憐恤最微小的人就是做
在神身上，才是真正地實踐基督信仰。
八、《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1 年 11 月《臺灣教會公報》＜冊房告白＞推出《幼稚課本》(Ⅰ、Ⅱ)(Iù-tì
Khò-pún tē jī púnⅠ、Ⅱ)。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書訊都推出《幼稚課本》(上
下)Iù-tì Khò-pún tē jī pún(Siōng-hā)。現存 1920 年版《幼稚課本》(第二本)Iù-tì
Khò-pún tē jī pún，作者、譯者、出版資料皆無註明。544(封面見附錄圖 33)這是一
本以學齡前兒童生活為題材，以第三人稱敘事觀點寫成的小說，行文中穿插詩
歌。
五歲男童仁德是主要人物，他帶著傘和包袱跟著阿嬤搭蒸汽船回到鄉下生活
一個月(見附錄圖 33-1、2)。這段期間他體會到人與上帝、人與人、人與動物、
動物與動物之間微妙的情感和關係。生長在基督教家庭的仁德第一次離家，他頭
一次見到家禽家畜時又驚又喜不知如何稱呼才好，就模仿動物的鳴叫聲為他們命
名，如同《創世記》耶和華神創造各樣活物後，都帶到亞當面前，賦予他命名權，
亞當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們的名字545。仁德從長輩處得知動物約定俗成
的名稱，從自我中心的認知系統過渡到群體建構的知識系統。
阿嬤教他餵雞，雞群熱鬧的啄食模樣令他歡喜雀躍(見附錄圖 33-3)。第一次
看見母雞孵蛋(見附錄圖 33-4)，阿嬤告訴他，雞蛋需要持續保溫才孵得小雞來。
他密切觀察雞窩的動靜，發現母雞出去覓食，久候不歸，呼喚也不見母雞回應。
他想起外婆的話，擔心雞蛋失溫，情急之下代替母雞蹲在蛋上面，用衣服蓋好﹕
仁德逐日去問雞母有雞阿仔昧，礙聽候因為真愛看。一擺去看雞母無抵得，
仁德就出聲講﹕「雞母啊！緊來，你的卵會打冷，緊來。」雞母有去討呷
無聽見。仁德的心真艱苦，想欲替雞孵，就輕輕阿窟抵卵的頂面用衫蓋燒，
欲聽候雞母冓來。得窟的時忽然有人來，大聲問﹕「你得做什覓？」仁德
《幼稚課本》(第二本)，Iù-tì Khò-pún tē jī pún 全書詳見http://210.240.194.97/memory/TGB/thak.asp?id=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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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2)、臺灣白話字文獻館﹕臺大楊雲萍文庫白話字史料(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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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點和合本《聖經》《創世記》第二章 19-20 節，臺灣聖經公會聖經網站，

http://puli.twfc.org.tw/link(201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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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一個，忽然坐一個抵雞卵頂，雞卵攏破了了。仁德的衫、褲、手攏有雞
卵仁，黃黃的色，歹鼻。仁德大聲嚎，講﹕「我抵替雞母孵卵，伊毋緊來，
我抵替雞母孵卵，伊毋緊來。」546
忽然有人來問他在做甚麼，他吃了一驚，一個不穩坐下去，壓壞所有的蛋，
衣褲黏搭搭一身腥。仁德好意幫忙反倒害母雞失去小雞，心中十分歉疚。半夜，
他大哭醒來，告訴阿嬤睡前忘記禱告，他惦念著母雞可能會傷心，懇切地向上帝
祈求讓母雞再生二十粒蛋。第二天遇到母雞咯咯叫，他說﹕「雞母啊，我毋是歹
意思，你知嗎？我直直叫你，你毋來，你毋通憂悶，上帝欲互你生二十粒。」
，547
外婆趕緊跟鄰居要一些蛋給母雞孵，過不久小雞就孵出來了。仁德偷偷藏一隻小
雞在口袋裡，晚上入睡時堅持不肯脫下外套。半夜，外婆聽到細碎的聲音，口袋
裡走出一隻小雞來。
弄破雞蛋是仁德第一次經歷死亡，弄巧成拙從幫助者變成加害者。仁德跟阿
嬤做禮拜，牧師請大家一起唱詩歌(見附錄圖 33-5）
，仁德出聲回應他會唱＜娞無
比＞，牧師意會到他要唱的是＜天頂實在有好土地，娞無比＞，立即叫會眾跟著
唱，頗為寵愛孩子﹕
一日仁德隊阿嬤去禮拜，牧師講﹕「來吟詩謳嘍上帝」
，仁德出聲講﹕「我
會曉吟詩，我會吟，『娞無比，娞無比』」，大家愛笑，阿嬤講﹕「無通出
聲，得惦惦。」
牧師講﹕「好啦！囝仔愛吟『天頂實在有好土地，娞無比』」
，大家就吟。
得吟的時，仁德企椅簝掀冊抵看，大聲吟﹕「娞無比，娞無比」忽然問阿
嬤﹕「阿嬤，天頂有雞阿仔無？」阿嬤講﹕「我毋知，你得惦惦。」仁德
冓問﹕「我抵時會去看娞無比的所在？」阿嬤講﹕「聽候上帝請你去。」
仁德冓細聲問﹕「阿嬤，我那去天堂上帝會抱我抑昧？」阿嬤講﹕「會啊！
今乖仔毋通冓講話。」
仁德坐定定真久，忽然有一個貓貓的聲，會眾攏昂愕（gōng-ngia̍h）
。仁德
的袋子有貓阿仔，他掠出來佮伊挱挱講﹕「娞無比，娞無比」。阿嬤無歡
喜，緊揣仁德倒去，教伊講﹕「後擺無通按呢做，會攪擾別人。」仁德講﹕
「阿嬤你無通宿氣，我後擺無敢。」548
仁德站在椅子上有模有樣地看譜大聲唱，歌詞觸發他對於靈魂、死亡、天堂、
546

《幼稚課本》(第二本)，頁 9-10。

547

《幼稚課本》(第二本)，頁 11。

548

《幼稚課本》(第二本），頁 12-14。
193

上帝的各種思考和想像。仁德問阿嬤天堂有小雞嗎？我什麼時候才能到美無比的
天堂？上天堂時上帝會抱我嗎？童言童語裡閃爍著神學思考的火花。阿嬤一再要
仁德安靜，但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他頻頻發問。他聽話乖乖坐很久，突然傳來貓叫
聲，會眾詫異。他從袋子裡抓出貓來，撫摸貓的頭說﹕「娞無比，娞無比」。仁
德屢次打擾到別人惹怒阿嬤，趕緊帶他回家。小說將童心童性描繪得很生動，兒
童社會化尚淺，不受禮教束縛，情感真摯，想像力自由奔放，用坦率的言語直面
死亡議題。
死亡是生命共同的結局，出死入生是人類共同的渴望。《天路歷程》裡天路
客渡過死河迎向永恆的天城，河流被設定為攸關生死的敘事場域。《聖經》裡象
徵認罪悔改，與耶穌同死同復活的洗禮在河裡舉行。549其他將河流納入敘事場域
的作品有《泰迪的鈕阿》泰迪第二次掉入河中起死回生﹔《訓蒙淺說》(第二本)
《幼稚課本》(第
＜金城抵搭落＞兩個孤苦無依的孩子入河漂流找到永福的家園。
二本）也安排過河情節，但充滿童趣﹕
「仁德啊！仁德啊！緊出來」此誰得叫？是乖阿得叫。欲覓代？是叫仁德
看鴨母佮鴨阿仔。
仁德緊走（跑)去看，真娞的鴨阿仔，鴨母真歡喜，出聲講﹕「呱-呱-呱」
那親像得講﹕「大家看我的鴨阿仔，揀無娞嗎？此誰有遐娞誒？」 鴨母
做頭，鴨阿仔隊抵後面，身軀搖來搖去，腳開開，伊直直行，仁德也直直
隊，行到河邊，鴨母逮先落水，就叫「呱-呱-呱」鴨阿仔看見鴨母浮水裡，
一面愛隊，一面毋敢。鴨母冓叫「呱-呱-呱」尹就落水，身軀沉落去，真
驚，後來浮起來真好勢，兩隻腳泅來泅去，真𠢕 (gaû )。
仁德毋識看，目晭晶晶，忽然想伊也欲落水輕輕阿坐，看會泅昧，伊就落
水，衫褲攏澹澹。佳哉河裡的水無深。俺嬤講﹕「仁德你厚代誌，今來換
衫。」550
小鴨跟著母鴨踏入水中練習浮水，邁向成長的里程碑(見附錄圖 33-7）
。仁德
不識水性，見小鴨浮水模樣可愛跟著走入河裡，他學小鴨坐在水面，幸好水不深，
沒釀成滅頂之災。他全身濕透，阿嬤見狀叼唸他麻煩事真多。兒童看到新鮮事物
就想立刻嘗試的衝動在小說中表露無遺。這一趟冒險入水的行動，類似一場生命
的洗禮。
學小鴨浮水之後，仁德再次與死亡交會。某天，他發現母山羊喪了小羊羔，
549
550

早先施洗約翰為百姓和耶穌施洗就在河裡，
《馬太福音》第 3 章。
《幼稚課本》(第二本），頁 17-18。
194

不斷舔著死去的小羊哀鳴不已(見附錄圖 33-8）
。祖父設法安慰母羊，用其他母羊
生的小羊代替，但被母羊辨識出來，牠拒絕接受不斷用腳去踢小羊。外公取下死
羊羔的皮裹在小羊身上，母羊仍能清楚辨識，頻頻踢退，直到小羊因飢餓發出乞
奶的聲音，母羊才動了慈心接納小羊。這次，仁德深刻地觀察到動物之間強烈的
親情，從中體會自己做耶穌小羊的意義，他吟詩告白﹕
我做耶穌的羊羔，我迦歡喜，無煩惱。耶穌疼我，耶穌識我，逐項福氣是
伊互我，逐日顧我，攏無離，伊也識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陳仁德。
Góa chòe Iâ-so͘ ê iû ⁿ-ko，Góa chiah hoa ⁿ-hí，bô-hoân-ló﹔Iâ-so͘ thiàⁿ góa，
Iâ-so͘ bat góa，Ta̍k hāng hok-khì sī I hō͘ gōa. Ta̍k jit kò͘ góa，lóng bô lī，I ia̍h bat
góa ê miâ-jī.Góa ê miâ-jī chiû-sī Tân Jīn-t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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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聽小朋友乖阿說要拜眠床公（見附錄圖 33-6）走路才不會跌倒，回家問
阿嬤為何不教他拜眠床公呢？阿嬤教他唸詩認識上帝﹕「上帝慈心得敬服，保庇
眾人賜福祿﹔呷、穿、佮用，攏妥當，萬物佼備(全備）伊親創。」(Sīong-tè chû
-sim tio̍h kèng-hōh，Pó-pì chèng lâng sù hok-lo̍k﹔Chia̍h，chhēng，kap ēng，long
thò-tòng，Bān mih chiâu-pī I chhin chhòng.)552但這只是客觀的、外鑠的信仰認知。
當仁德哼著自己的詩歌時才進入深層次主觀、內化的生命經驗，流露出他與神之
間親密的情感與依附關係，這是他在信仰上真正的成長。
《幼稚課本》(第二本)圍繞著兩個重點鋪陳仁德離家的生活，也就是仁德經
驗到的兩個重大衝擊，一個是從動物的生命現象經歷到死亡，另一個是從結交的
新朋友乖阿那裡接觸到拜眠床公的異教信仰。最後，仁德在離家返家前完成一個
小基督徒傳福音給小朋友的信仰使命。他向乖阿道別，乖阿流淚不捨（見附錄圖
33-9），他送給乖阿最愛的耶穌祝福小孩的尪阿圖(ang-á-tô͘），乖阿樂於和仁德一
起當耶穌的小孩。小說型塑的兒童是一個形象飽滿的圓形人物，活潑可愛的仁德
有豐富的想像力，對動物充滿愛護之情，對未知的事物充滿好奇心和大膽嘗試的
行動力，他也是個讓照顧者輕省不得，令人又愛又惱的小頑童。
《幼稚課本》(第
二本)藉著兩次動物死亡事件讓兒童在幼年期就學習思考生命終極的議題，觸碰
天堂、動物靈魂、死期這類深刻的神學問題，這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由此可以
看出基督教的兒童教育與華人社會文化避諱死亡的態度大不相同。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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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課本》(第二本)，頁 21。
同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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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字小說從《臺灣教會公報》創刊初期就受到重視，最早在臺灣報刊上記
名的白話字小說是 1885 年 8 月的《勒詩嘉的代誌》
、
《孝女，哋喳感激伊的老爸》。
1886 年(光緒 12 年 9 月)《臺灣教會公報》第 15 張的＜文仁約翰的來歷＞正
式介紹《天路歷程》的作者與生平，之後按月翻譯連載《天路歷程》
（下本）
，直
到 1888 年(光緒 14 年 4 月)第 35 張為止。這是第一部刊登在臺灣報刊上的翻譯
小說。
《天路歷程》
（上本）早在《天路歷程》
（下本）連載以前就已經在臺流傳。
1924 到 1927 年每年 1 月《臺灣教會公報》書訊推出《天路歷程》(卷一)、
《天路
歷程的大意》。1928 年 10、11、12 月報上連載再度介紹《天路歷程》的作者＜
文約翰＞，同時推出《天路歷程》(上卷)、《天路歷程》(下卷)、《天路歷程》大
意、漢字《天路歷程》這四本書。1949 年臺南新樓光復書局出版第一部，1950
年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附有插圖的第二部。1897 年、1917 年長老會在建構小學
與主日學課程時都曾納入《天路歷程》
。
《天路歷程》影響了臺灣本地白話字小說
的創作，如賴仁聲 1925 年的 Án-niá ê ba̍k-sá（《母之淚》）、1926 年鄭溪泮的
《出死線》（上卷）Chhut-sí-sòa 。
1890 年臺府城聚珍堂出版富有音樂性的都市苦兒尋道小說《安樂家》，全
書以＜安樂家＞為主題曲，投射出《聖經》《啟示錄》的天堂意象。在反覆迴盪
的樂聲中，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孤兒、老人一起摸索救贖之道，最後他們得以脫離
黑暗窮困得到永遠快樂的結局。小說中包含韻文和論說文，多以教堂詩班獻唱的
聖詩和牧師的講道來呈現。
1900 年 8 月起到 1901 年 5 月(185 卷至 194 卷)，報上連載萬真珠譯介的《浪
蕩子》。作品取材自《路加福音》浪子回頭的故事，以三個類型再現浪子回頭的
故事，父母雙亡的女童影響三個成年男子的人生。作品的敘事技巧成熟，兒童性
的表達鮮活飽滿。
1914 年譯介到臺灣的《泰迪的鈕阿》，是一部受到《聖經》和《天路歷程》
影響的兒少靈性成長小說，敘述單親男孩戰勝心中的仇敵，迎向愛仇敵的艱難挑
戰。同時引入的還有《以勒的福音》，書信體佔有重要份量，屬於富家子弟的苦
兒尋道小說。單親病弱的男童像個多愁善感的哲學家，常常思索有關天堂、靈魂、
罪與死亡、上帝和耶穌的身份與工作、動物是否有罪和靈魂的議題。他探索的精
神，對信仰純粹性的執著展現出改變大人的力量。苦難的氛圍籠罩整部小說，結
尾悲喜交集，是一部思考性很強的小說。
1924 年苦兒尋道小說《欣慕義親像吆, 啐瘩》譯介來臺，小說題旨出自《馬
太福音》耶穌說登山寶訓八福之一「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
貧窮的單親兒童因飢渴慕義而蒙福，受虐兒脫離身心的痛苦進入永不飢渴的天
196

堂。
1924 年寓言小說《仰望地》Gióng-年 bōng tōe 譯介來臺。
《仰望地》受到《聖
經》和《天路歷程》的影響。小說講述《贖回地的誌略》的事蹟，綽號「慢鈍亞
當」的主要人物活在充滿祝福的國度卻無貧窮困苦，待他調整心態，學會按部就
班照指示去做，最後如願以償得到國王承諾的賜福，他也脫去慢鈍的綽號蛻變成
精明人。這是一本以禱告祈求為核心主題的小說，隱喻上帝雖應許賜福給接受耶
穌基督救贖的人，但人也要以正確的方法和態度執行才能擁有，提醒人禱告的重
要原則。
1924 年兩部苦女小說《孝女，哋喳感激老爸》、《勒詩嘉的代誌》再度受
到推介。《孝女，哋喳感激老爸》描述單親富家單親少女帶領父親歸信基督的辛
酸歷程，傳達基督信仰孝道的真諦在於以上帝之愛事親，向他們傳福音。小說深
刻描寫兒童面對信仰衝突的煎熬，特別是來自父親的壓迫。最後，苦盡甘來有一
個快樂的結局。《勒詩嘉的代誌》以《聖經》教義為主旨，不以貧富外貌待人，
憐恤微小的人就是做在神身上。深受家暴和貧窮之苦的女童得到憐憫和庇護，最
終因為信仰得到幸福。施恩憐憫者從孩子身上得到信仰的啟迪，看見自己靈性上
的貧窮，領悟信仰的真諦，在付出愛與關懷中獲得為父的喜悅和滿足。
1924 年幼兒鄉村生活成長小說《幼稚課本》(第二本)引入臺灣。小說描述兒
童天真活潑的童心，鄉村生活的樂趣，引導幼兒思辨信仰內容，探討關鍵性的神
學問題，是一部貼近兒童認知心理的作品。
除了上述小說，還有散佚的文本以及報社雖引入但未登載的作品，這段時期
白話字小說的譯介頗為可觀，而且特別集中描寫兒童艱困的處境，大部份的兒童
是單親，有的是孤兒。兒童作為受難天使的形象重複出現，不論是生在經濟弱勢
或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分別遭受飢渴、疾病、孤獨、家暴、歧視、思想對立
的痛苦，然而信仰給他們光明和希望。他們有的是家庭中首先接觸信仰者，後來
都變成周遭親友的幫助者，在有意無意中牽引大人走向救贖之道，扮演成人心靈
導師、救助天使的角色。《聖經》是所有小說的基底，而《天路歷程》無疑是最
受重視，最有影響力的小說。

總結
傳教不僅是宗教經典傳播的過程，更是一種信仰生命文本譯介、轉化和生成
的動態過程。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因應時代背景、風俗文化、生命處境藉著循循善
誘的口傳、信仰典範的身傳和出版印刷的文傳，力求達到宗教精神廣大且恆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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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目的。
傳教士為了向說方言的華人傳教，學習語言時創制各語系的羅馬拼音系統，
廈門音白話字是其中之一。白話字從幫助外國傳教士學習廈門話的工具，轉變成
傳教士用來教育說方言的本地人用自己的語言系統學習《聖經》、認識世界、著
書立說的媒介。來臺傳教士努力在語言文字上向本地人做文化上的認同，最終的
目的是期待本地人接受信仰，不但接受而且脫離表淺的信仰認同，蛻變成深信不
疑的信徒。在這樣的背景下，馬雅各來臺傳教、奉獻印刷機，巴克禮創辦《臺灣
教會公報》以及眾多傳教士、華人信徒共同肩負起信仰文化教育的使命，為臺灣
讀者譯介宗教信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種類繁多的讀物。
兒童讀物的譯介與兒童相關的敘事從創刊初期就已經開始，到 1926 年作品
的質與量都達到最高峰。兒童與兒童讀物受到重視和基督教義高度重視兒童、兒
553
童教育有關。
《舊約聖經》視兒童為上帝所賜的產業 ，信仰教育要從小扎根554，
殷勤教導使其一生遵行，並且要世世代代傳承下去。555《新約聖經》福音書記載
耶穌以嬰孩的身分來到世界556，祂曾按手為孩子祝福557。耶穌曾直言人要回轉像
孩子，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558觀察並學習兒童身上所流露的天國人特質
變成所有大人要留心的事。在知識的世界兒童是個受教者，大人是施教者，但在
天國的生命特質上兒童是示範者、施教者，大人反而是受教者、學習者，與兒童
相關的敘事經常圍繞著這個觀點走。
兒童讀物的發展也與長老教會設立主日學、女學、婦學息息相關。在既定課
程以外，兒童讀物作為輔助教材，可增進白話字閱讀能力，厚植先備知識，進而
提升閱讀《聖經》，理解教義的能力。

553

《詩篇》第一百二十七篇 3 節﹕「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554

《箴言》第廿二章 6 節﹕「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申命記》第六章 1-7 節﹕「這是耶和華－你們上帝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好

555

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
起來，都要談論。」
556

《馬太福音》第一章 18-25 節。

557

《馬太福音》第十九章 14-15 節﹕「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

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地方去了。」
《馬太福音》十八章 1-6 節﹕「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
、耶穌

558

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
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
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
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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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傳教的時間推移，第一代的基督徒已經生養兒女，甚至有的已經有孫輩，
新增的信徒和兒童也日漸增加，兩者都需要信仰啟蒙教育，比起純粹理論性的信
仰條目，兒童更需要活生生的範例，故事性的讀物在情境化的表達上有很大的彈
性和空間，所以敘事體在兒童讀物中佔多數並不足為奇。
一、文本的缺憾
檢視這些作品，淺白通俗的白話字增加了作品的可讀性，頗利於兒童讀物的
發展，遺憾的是從晚清時期開始，出處不詳者眾，以致無法一一確認那些是譯介
作品？那些是傳教士或本地信徒的創作？直到 1926 年時多數的單行本仍缺乏完
整的出版訊息。原著名稱、作者、譯者、編輯、年代、版次、出版社、出版地等
相關資料或多或少闕漏，造成讀者對原著、原作者、譯者的認識斷裂，以及研究
溯源的困難。單行本中女傳教士文安和萬珍珠合譯的《女界名人》屬於特例，所
有出版資料最為完整，每篇都註明文章原始出處﹔文安、朱約安合譯的《十個故
事》、文安譯的《有求必應》雖缺乏文章原始出處，但出版資料尚屬相對齊全，
在此女性的主體意識與版權意識微妙地連結在一起，共同做出讀者清晰辨識身份
的表達。
出版資料不全的現象一因當時欠缺版權意識、責任編輯制度，從《臺灣教會
公報》主筆直到 1905 年才登載主編姓名可見一斑﹔二因譯介的目的本非為了推
廣文學與認識作家，作品只是證道的媒介，得魚可以忘筌。即令如此，這批精心
織就的可忘之筌卻教人無從忘懷，雖經時間沖刷散佚不少，遺存下來的文學作品
仍然蔚為可觀。
二、譯介文類
晚清時期至少有五本白話字小說在臺灣流傳。《臺灣教會公報》1885 年 8
月書訊推出小說《孝女，哋喳感激老爸》、《勒詩嘉的代誌》。1886 年到 1888
年《臺灣教會公報》開始連載刊登《天路歷程》
（下）
，在這之前《天路歷程》 (上)
已經在臺灣流傳。1890 年聚珍堂出版小說《安樂家》。
《臺灣教會公報》刊登的日本民間故事＜日本的怪事＞、結合仙子童話和生
態喻言的證道故事＜取善的喻言＞、宗教生活見證故事＜奇巧的代誌＞、伊索式
寓言＜鐵貓＞（譯自《海國妙喻》）
，昭示寓言、童話、民間故事、證道故事這些
文類，在晚清時期都已經出現了。
《臺灣教會公報》國際化大量取材的路徑從晚清時期已經定調，兩種主要的
譯介方式並陳﹕一、單純翻譯改寫，不渲染宗教色彩，讓故事、寓言維持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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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深淺不一的本土化和證道故事化翻譯改寫，晚清以後仍沿著這樣的態勢發
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曾說﹕「不存在脫離語境的詞」
、
「即使詞語不在句子或
559
文本當中，仍然有一個潛在的語境」 作為一個語篇，單純譯介的作品置身於基
督信仰的語境裡，即使譯者不言經文教義，完全依賴故事的指涉功能，和讀者觸
類旁通，宏觀而自明的閱讀詮釋能力，它依然有證道的廣效性。
整體而言，從 1885 年到 1932 年間經由《臺灣教會公報》這個管道引進的敘
事體文類多數同時擁有證道故事的雙重身份。這些作品偏向寫實主義，以崇高（道
德、靈性）美學為基調。
(一)證道故事
晚清時期的證道故事集中在報紙上，晚清以後文集漸多，證道故事以專輯或
是混編的方式現身在出版品上。1913 年朱約安、文安合譯的兒少讀物《十個故
事》由閩南聖教書局印出，貼近兒童的閱讀心理，關懷兒少的處境、人格發展和
死亡教育。
1917 年朱約安翻譯的禱告故事集《有求必應》
，由臺南新樓聚珍堂印出。朱
約安譯的《有求必應》，顯明兒童的祈禱和大人的祈禱同樣蒙上帝應允，兒童往
往比大人單純有信心，能經驗到神蹟奇事。1923 年文安和萬真珠合譯女基督徒
典範故事集《女界名人》，由臺南新樓冊房印行。
《德育的故事》、《新聞的雜錄》在 1924 年起進入《臺灣教會公報》書訊。
現存 1932 年版《德育的故事》(卷一)，目標讀者多元化，以故事詮釋基督信仰
的德育觀。現存 1915 年《新聞的雜錄》由閩南聖教書局出版，匯集各國證道故
事，一則改寫自魯益師《地獄來鴻》，還有一則伊索寓言。
《訓蒙淺說》、《訓蒙淺說》(第二本）1914 年進入《臺灣教會公報》書訊。
現存 1903 年版《訓蒙淺說》廈門鼓浪嶼萃經堂印，有插圖、文學性讀物和知識
性讀物。無插圖版的《訓蒙淺說》
，其內容與 1903 年版相同。
《訓蒙淺說》(第二
本）1911 年由閩南聖教書局出版，有插圖。兩書以創造論為基礎，建構綜合人
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兒童讀物，表現出崇尚生命教育、生活智慧和道德靈性的啟
蒙教育理念。
《幼稚課本》(上)1924 年起進入《臺灣教會公報》書訊。現存《幼稚課本》
(第一本)1925 年版，推定為閩南聖教書局出版，編寫原則完全以本土兒童生活為
559

(法)朱莉婭．克里斯蒂娃著，祝克懿、黃蓓編譯，
《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

大學演講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年 12 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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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有插圖，文體多元(詩歌、念謠、問答體、複合體以及敘述性的短文)，題
材豐富，用語淺白生動，反映出重視兒童遊戲心理、生活與倫理、本土文化風俗
和基督信仰結合的幼稚教育理念。
證道故事可歸納為四個主要類型﹕前置型、獨立型、置中型、後置型。數量
最多的是前置型，獨立型其次，置中型第三，後置型最少。從故事先行經文教義
殿後，或是將經文教義融入故事這兩種類型最多的現象來看，這段時期著重迂迴
漸進引人入勝的文字傳道技巧。
(二)寓言
伊索寓言的譯介散見於、《臺灣教會公報》、《養心喻言》、《益智錄》、《新聞
的雜錄》。《臺灣教會公報》1896 年 10 月刊登＜知防甜言蜜語＞、同年 11 月
＜大石也得石仔拱＞、12 月＜貪字貧字殼＞，1928 年則有＜農夫掠著鶴＞。
《養心喻言》1914 年初現於書訊，現存 1931 版收有﹕＜欲就會，毋就昧＞、
＜大石也得石仔拱＞、＜知防甜言蜜語＞、＜貪字貧字殼＞、＜張網羅纏到家己
的腳＞、＜蘆荻較贏樹＞、＜積穀防飢＞、＜家和萬事興＞、＜騙人者騙己，倒
轉害家己＞、＜逮先的做路尾＞、＜一報還一報＞、＜雙腳踏雙船＞、＜風日鬥
猛＞。
《益智錄》1921 年起進入《臺灣教會公報》書訊，現存版本 1929 年《益智
錄》(卷二)，收有兩則《聖經》故事改寫，也有兩則伊索寓言﹕＜愛講話的龜＞、
＜金在橄欖園＞。《新聞的雜錄》1924 年起列入書訊，現存 1915 年版《新聞的
雜錄》有一則的伊索寓言是＜淡致佮誇口堵著熊＞。
伊索式寓言有《臺灣教會公報》的＜鐵貓＞﹔《繪圖字母》的＜蜘蛛＞﹔《養
心喻言》的〈禮多人詐〉
、
〈駱駝欺主人〉
、
〈柔能勝剛〉﹔《益智錄》(卷二)的〈細
隻狼與駱駝〉。印度寓言有《益智錄》(卷二)的〈巴仁阿瑪教的人，虎與狼〉和
《訓蒙淺說》
（第二本)＜印度國的故事＞同類型寓言。
生態寓言＜取善的喻言＞、＜逮先升天無失落＞出現在晚清時期的《臺灣教
會公報》，後者重見於《十個故事》。《訓蒙淺說》(第二本) 收有＜迷蝶的譬喻＞
(I）
、(II)。
中國寓言故事見於 1916 年臺南新樓聚珍堂出版的《東方的故事》
，譯自陳春
生《東方伊朔》。《東方的故事》1924 年登入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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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古典的伊索寓言以動物為主﹔印度寓言有人、動物、植物、鳥類共同參
與﹔生態寓言及伊索式寓言在人和動物之外，昆蟲、能量、器物一一登場﹔中國
古代寓言故事大多以人為主。白話字寓言的譯介來源可說是古今中外皆有，題材
包羅萬象。最有代表性的寓言故事集當屬歐洲寓言為主的《養心喻言》和中國古
代寓言故事為主的《東方的故事》
。
《養心喻言》影響了林紓《伊索語言》的翻譯。
《東方伊朔》受伊索寓言影響促成中國寓言故事的集成，《東方的故事》譯改自
《東方伊朔》又匯入部份臺灣的故事，留下文化交流中出版品因時因地變遷的歷
史記錄。
（三）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和童話
最早出現在《臺灣教會公報》的民間故事是 1886 年 1 月的日本鄉野奇談＜
日本的怪事＞。1915 年 9 月《臺灣教會公報》刊登了本土化的灰姑娘＜土炭阿
＞，在世界性灰姑娘類型中獨樹一格，是一顆曖曖內含光的文學珍珠。《天路指
南—對死入活》(下卷)有以色列逾越節傳說＜抹寶血抑沒＞。
《益智錄》(卷二) 有
改寫自愛爾蘭神話的＜岱岱的琴＞和 3 篇仙子童話＜十個仙＞、＜好命的大厝＞、
＜仙佮做鞋的人＞（譯改自《格林童話》＜小精靈＞），還有 1 篇安徒生的童話
＜一隻夜鳴雀＞（譯改自＜夜鶯＞）。
（四）小說
《臺灣教會公報》1886 年到 1888 年間連載節縮未竟本《天路歷程》
（下本），
1900 年到 1901 年間刊登萬真珠翻譯的＜浪蕩子＞。如前所述晚清時期《臺灣教
會公報》至少引介五本單行本小說。日治以後小說仍然受到重視，1914 年推介
少年靈性成長小說《泰迪的鈕阿》和富家苦兒尋道小說《以勒的福音》
。1924 年
起德國富家少女靈性奮鬥小說《孝女，哋喳感激老爸》、都市苦兒尋道小說《勒
詩嘉的代誌》捲土重來，再度進入書訊。貧家苦兒尋道小說《欣慕義親像吆, 啐
瘩》，連同幼兒鄉村生活成長小說《幼稚課本》(第二本)、寓言小說《仰望地》、
《天路歷程》(卷一)、
《天路歷程的大意》與晚清以降各單行本小說同登 1924 到
1927 年間的推介書目。
《聖經》影響每一部小說。所有小說中《天路歷程》最受到重視，影響最深
遠，
《泰迪的鈕阿》
、
《仰望地》
、
《幼稚課本》(第二本)受到《天路歷程》的影響。
臺灣本土作家賴仁聲 1925 年的 Án-niá ê ba̍k-sá(《母之淚》)和鄭溪泮 1926 年的
Chhut-sí-sòa《出死線》（上卷），取用《天路歷程》的情節意象。
這批小說的精神主旨緊扣著基督教義，擅長以寫實的筆法呈現人性的黑暗面
和光明面，高度關注兒童的生存困境與永恆的福祉，小說賦予兒童天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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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的天使、成人靈性導師的形象。
從出版社來看，有廈門的閩南聖教書局、鼓浪嶼粹經堂、培文齋，臺南的聚
珍堂(又名新樓書房)。這段時期不論小說或是文集，臺灣基督教兒童讀物單行本
的主要來源還是廈門地區。
三、轉化生成機制與閱讀體驗
傳教士在為臺灣讀者譯介作品時，以《聖經》教義為評選、詮釋的準則，因
應時代處境，博採世界各國、不同時代的非證道故事和證道故事，刻意形塑讀者
的國際化視野，發展讀者的普世觀、永恆觀。這些作品在本土化和證道故事化兩
種轉化生成機制交互作用下，穿越時空與文化差異，蛻變成新時代適用的文本。
這個時期作為異本的新文本往往搶先在原著之前成為讀者最初的閱讀體驗，由於
改寫的活動不斷出現，再生產的異本編入不同文集中，讀者或前後或同時在報刊
與文集中接觸到不同的異本，形構成類型化、互文性文本的閱讀體驗。
四、兒童的形象與兒童觀
在這些作品中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女童的能見度高。在重男輕女、男尊
女卑的時代背景下，作品塑造出女童尊貴的價值，傳達著基督信仰對女性人格的
尊重。作品中表現兒童天真和頑皮特質的較少，主要著重於描寫受難者、成人的
天使、罪人三個面向﹕
（一）受難者
兒童因失親、疾病、貧窮、身體暴力、言語霸凌、信仰衝突遭受各種苦難，
甚死亡。親職功能的喪失是多數孩子痛苦的主要來源、其次才是社會環境。兒童
在現世生活中是個受難者，基督信仰使他們脫離苦難，獲得救贖。
（二）成人的天使
兒童在信仰的追尋、實踐過程中，感知敏銳，能直指教義真諦往往是成人的
典範。兒童不但是成人真理的啟蒙者，也是幫助成人尋得靈魂救贖之道的天使。
（三）罪人
兒童不是「白板」，兒童也不是天真無邪、完美可人的天使，而是有自由意
識，在善惡之間掙扎，面對誘惑會選擇行惡的罪人，但與成人的惡行惡狀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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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犯罪手法和情節相對輕微。兒童罪人的形象常以基督徒家庭的孩子為對象，
凸顯基督信仰在宗教知識上可傳承，但生命本質卻屬於不可遺傳性，基督信仰的
真正認同沒有世襲，每一代都是第一代。
從以上兒童的形象折射出以兒童為天國人的倒影、成人真理的啟蒙者、相對
純潔的罪人的兒童觀。
從晚清到日治中期由臺灣第一份報紙《臺灣教會公報》出版、譯介的作品，
是中外文化在臺灣交流的縮影，位居臺灣地區閩南方言兒童讀物發展的歷史前沿。
這段時期雖然是由傳教士主掌報社業務，但這批以廈門音為主的羅馬拼音方言兒
童讀物，實為臺灣和福建廈門兩地基督教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實為十九世紀來
華傳教士文字事工的延伸。參與貢獻者以來華傳教士為主，華人基督徒次之。女
傳教士及其譯介的作品彰顯女性崇高的價值，她們對臺灣的女子教育、女性形象、
兒童讀物的發展和提升都有具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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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芥菜子》白話字伊索寓言譯介研究
作者﹕陳瑋玲

伊索寓言來華是基督宗教傳教士的貢獻。伊索寓言在十六世紀時隨天主教傳
教士東來，1717 年因禮儀之爭中斷。十九世紀伊索寓言又隨著基督教傳教士進
入華人世界。伊索寓言何時傳入臺灣？目前最早的文獻是 1896 年《臺南府城教
會報》
（《臺灣教會公報》的前身)引進的 3 則伊索寓言。
《臺南府城教會報》是南
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創辦的報刊。1885 到 1932 年間南部長老會報紙刊登和引入
書目中，總共譯介了 20 則伊索寓言。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
、臺中中會的《福
音報》
、北部長老教會的《芥菜子》是否也曾譯介伊索寓言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筆者尚未發現《教會新報》
、
《福音報》
，因此先從已經數位化的《芥菜子》著手，
期待未來有更多資料出土，能逐一爬梳整理，完整地拼湊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從
晚清到日治時期譯介伊索寓言的貢獻。

第一節

《芥菜子》的創刊

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白話字公報《芥菜子》（Kòa -Chhài - Chí）創刊於
1925 年 7 月。創辦人陳清忠擔任主筆與編輯，由高雄州屏東郡的「醒世社」
（Chhéⁿ
-sè -siā）印刷，每期約 50 頁560。刊名典出於《馬太福音》13 章 31 節、17 章 20
節、《馬可福音》第 4 章 30-32 節和《路加福音》第 13 章 18-19 節561﹕
他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
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
來宿在他的枝上。』（《馬太福音》第 13 章 31-32 節)
耶穌說﹕「是因你們的信心小。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
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邊挪到那邊，他也必挪去﹔並且你們沒
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馬太福音》第 17 章 20 節)
意指最小的芥菜子能長成大樹、微小的信心能成就大事。5621928 年 1 月第
560

鄧慧恩，
〈芥菜子的香氣：再探北部基督長老教會的新人運動〉
《臺灣文獻》第 63 卷第 4 期，

73 頁。
561

《馬可福音》第 4 章 30-32 節、
《路加福音》第 13 章 18-19 節與《馬太福音》13 章 31 節意旨

相同。
《芥菜子》封面與內容，詳見《臺灣白話字文獻館》
，http://pojbh.lib.ntnu.edu.tw/artical-12148.htm

562

（201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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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期的《芥菜子》與《臺灣教會報》563（今《臺灣教會公報》的前身）合刊，
兩刊保持獨立性，版面設計以《臺灣教會報》在前，
《芥菜子》在後的方式印刷。
1932 年 1 月《臺灣教會報》再納入高雄中會的《教會新報》
、臺中中會的《福音
564
報》
，更名為《臺灣教會公報》
，
《芥菜子》繼續出刊。 1937 年 8 月，第 139 號
以後去除《芥菜子》之名，標上（Pak-pō Tiong-hōe）「北部中會」 。565
《芥菜子》內含詩、散文、寓言、小說、科普、論文、聖經教義、教會消息
等，有翻譯也有創作。主編陳清忠翻譯的篇目佔多數。1926 年 1 月到 9 月間，
篇名為：＜一滴一滴的水＞CHI̍T TIH CHI̍T TIH Ê CHUÍ，刊有陳清忠、陳清義
兄弟譯改的寓言 20 則。

第二節

陳清義與陳清忠

陳清義與陳清忠為陳榮輝牧師的長子、次子。陳榮輝（又名陳火）為馬偕弟
子，1885 年由馬偕按立為牧師，是全臺首位的本地牧師之一。長子陳清義牧師
(1877 年 4 月〜1942 年 8 月)是馬偕博士的長女婿（第三位被按立為牧師的本地
人）566。陳清義早年於私塾學習漢文，1892 年進淡水理學堂，1896 年陪馬偕之
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 1882～1963）前往香港就學，而有深造英文
的機會。1906 年陳清義任艋舺教會牧師。567

陳清忠(1895 年 5 月〜1960 年 4 月)，陳榮輝牧師次子，生於新店。陳清忠
先於淡水牛津學院(臺灣神學院前身)研修神學，1912 年赴日深造，畢業於京都同
志社大學英文系。1920 年返國執教於淡水中學(今淡江中學)，臺灣光復以後任純
德女中校長。陳清忠熱衷推展音樂教育與橄欖球運動568，重視兒童主日學教育，
曾翻譯基督教與兒童的論文＜兒童中心的基督教＞，取自日籍牧師田村直臣
（1858～1934）的《兒童中心のキリスト教》。田村直臣被喻為「由基督教觀點

563

《臺灣教會公報全覽》5，《臺南教會報》於 1913 年 7 月改為《臺灣教會報》
。

56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190。

565

同註 1。

566

劉清虔，＜臺灣橄欖球之父、合唱之父──陳清忠長老＞，《新使者雜誌》
，53 期，1999 年

8 月，頁 27-30。轉載於劉清虔編《慈顏展馨香》
，1999 年 11 月，頁 10-19。
567

＜艋舺教會簡史＞，臺灣基督長老教會﹕www.pct.org.tw/ChurchHistory.aspx?strOrgNo=c03017

（2019.08.20）
568

＜陳清忠先生＞，本地信徒，賴永祥長老史料庫。轉載﹕陳基甸，＜陳清忠先生＞《臺灣基

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 1872-1972》，1972 年，頁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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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的日本兒童文學的開拓者」。569陳清忠對兒童和文學的關注影響其後裔，外
孫劉清虔、劉清彥兄弟。劉清虔牧師著有《兒童神學》，劉清彥為著名童書作家、
譯者及金鐘獎兒童節目主持人。

第三節

白話字伊索寓言的譯介

專欄＜一滴一滴的水＞是不定期刊出的集錦，由標題內容各自獨立的短篇故
事、散文或雜文組成。1926 年 1 月(3 號)、5 月(4 號)、6 月(5 號)、9 月(8 號)刊
載陳清忠 16 篇、陳清義 4 篇翻譯改寫的寓言故事。前後按序號 1〜20 編碼，連
綴成一個寓言故事集錦(詳見附錄表 17)。陳清忠譯改的篇目有：
1.＜老的獅＞Lāu ê Sai
2.＜狐狸＞Hô͘-lî
3.＜樹林的神佮出外人＞ Chhiū-nâ ê Sîn kap Chhut-goā-lâng
4.＜豺狼佮羊阿仔＞ Chhâi-lông kap Iûⁿ-á kiáⁿ
5.＜獅、驢阿佮狐狸＞Sai, Lū-á kap Hô͘-lî
6.＜賊阿和狗＞Chha̍t-á kap Káu
11.＜守錢奴＞Siú-chîⁿ-lô͘
12.＜驢佮螽斯＞ (蟋蟀) Lû kap Chiong-su (sek-sut)
13.＜酒醉的丈夫＞Chiú-chuì ê tiōng-hu
14.＜獅佮蛇 ＞Sai kap choâ
15.＜獅、牛、山羊、綿羊＞Sai, Gû, Soaⁿ-iûⁿ, Biân-iû
16.＜猴母佮猴囝＞Kâu-bú kap kâu-kiáⁿ
17.＜鐺鳥的人佮雲雀＞Tng chiáu ê lâng kap Hûn-chhiok
18.＜馬佮鹿＞Bé kap Lo̍k
19.＜肉店的人佮狗＞Bah-tiàm ê lâng kap Káu
20.＜狐狸佮伊的尾溜＞Hô͘-lî kap i ê bé-liu
陳清義譯改的有：
7.＜神佮車夫＞Sîn kap Chhià-hu
8.＜歕笛仔的人＞Pûn ta̍t-á ê lâng
9.＜穿羊皮的豺狼＞Chhēng iûⁿ-phê ê chhâi-lông
10.＜暗光佮螽斯＞(蟋蟀) àm-kong kap Chiong-su (sek-sut)

569

鄧慧恩，＜前引文＞，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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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20 則寓言與南部長老會引入的《養心喻言》、《益智錄》(卷二)並無重複
之處。《芥菜子》譯介的伊索寓言到底根據哪一個版本？兩人並未註明。陳清忠
留日時可能接觸到日本外務省官員中田敬義所譯《伊蘇普喻言》。由於陳清義通
漢字、英文，陳清忠漢、英、日皆通，可參考的範圍應大於《意拾喻言》
、
《海國
妙喻》、《伊索寓言》
、
《伊蘇普喻言》這四種漢譯本，但四種漢譯本是具有指標
性的版本，通常位於參考的核心區。
筆者將 20 則寓言與四種漢譯本《意拾喻言》(以下稱羅本)、《伊蘇普喻言》
(以下稱中田本)、《海國妙喻》(以下稱張本)、《伊索寓言》(以下稱林本)逐一比
對，發現＜酒醉的丈夫＞、＜獅佮蛇 ＞、＜肉店的人佮狗＞不在其內。＜酒醉
的丈夫＞出自法國拉封丹( Fontaine,J.L，1621～1695）)的作品《拉封丹寓言》(1668
～1694）＜酒鬼和他的老婆＞570﹔＜獅佮蛇＞ 、＜肉店的人佮狗＞出處不詳，
可能是伊索式寓言。
17 則伊索寓言中僅見於林本的有＜狐狸＞、＜暗光佮螽斯 (蟋蟀)＞、＜驢
佮螽斯 (蟋蟀)＞、＜馬佮鹿＞﹔僅見於中田本的是＜鐺鳥的人佮雲雀＞。四種
漢譯本都出現的是：＜神佮車夫＞、＜歕笛仔的人＞。（各篇與漢譯本的對應表
詳見附錄 18)。本文以四種漢譯本571為參考對象，＜酒醉的丈夫＞則對照《拉封
丹寓言》＜酒鬼和他的老婆＞，從中分析陳清忠、陳清義譯改寓言的方式，以及
白話字伊索寓言與漢譯本的關係。經過歸納，譯改的方式可細分為 8 項﹕
一、變更文體
在出處可考的 18 則寓言中，唯一以變更文體的方式處理語篇的是＜酒醉的
丈夫＞﹕
一個婦任人，伊的丈夫不時酒醉。伊有用濟濟的方法愛欲予伊的丈夫改心，
總是攏無彩工。有一暗朋友揣酒醉的丈夫轉來的時，伊就閣揣伊到附近的
墓仔埔。婦人人就穿真歹看的衫，面置痟鬼仔殼，聽候伊的丈夫精神。後
來就用莊嚴的態度挪行偎來，提食物予--伊，用生凊的聲共伊講﹕「起來
食，捧物予死人食的，就是我的職務啦！」丈夫就講，「啊，可惜你識我
無深，設使你若佮我較相熟，你的確無捧這個物，你欲挂燒酒來予我
飲！」

570

(法)拉封丹( Fontaine,J.L)著，李玉民 譯，多雷插圖本《拉封丹寓言詩》(全譯本)，北京：北

京時代華文書局，2013 年 8 月，頁 68。
571

漢譯本參考版本﹕顏瑞芳編著，《清代伊索寓言漢譯三種》，臺北市：五南，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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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結定的習慣就是第二天性。572
＜酒鬼和他的老婆＞《拉封丹寓言》的原文如下﹕
人人都有缺點，還一犯再犯，
無論羞恥還是畏懼，也都無法改變。
提起這個話題，我想起一個故事﹕
不管講什麼道理，
我總是要借助事例。
且說有一個酒鬼，嗜酒不要命，
不僅揮霍掉錢財，
身心還受到傷害。
這種人把家產蕩完，
人生之路還未走一半。
有一天，這傢伙喝得爛醉如泥，
把他的知覺留在酒瓶裡，
他老婆就把他關進一座坟墓。
新酿的酒上了頭，
他就在墓中慢慢醒酒。
等酒醒來他才發現，
身邊全是喪葬的物件﹕
有一盞長明燈，
還有一塊殮布。
「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他說道，
「難道我老婆成了寡婦？」
這當兒，他的妻子走進了坟墓，
一身阿勒克托的裝束，
戴著女神的面具，
模仿女神的聲調，
走進所謂死者的棺木，
給他端來一碗滾燙的菜粥。
這位先生見了絲毫也不懷疑，
一定是從地獄來的一個鬼。
「你究竟是誰？」
他問那個幽靈。
「我在撒旦王國裡，
主要管理伙食。」
572

陳清忠譯，＜酒醉的丈夫＞，
《芥菜子》
，1926 年第 5 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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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回答﹕
「現在端來吃的，
送給黑墓中的餓鬼。」
她丈夫想也未想就接口說﹕
「你也不送點酒喝？」
寓言詩＜酒鬼和他的老婆＞先說明題旨，再以故事為例證。＜酒醉的丈夫＞
將韻文改為敘事體後，重編敘事序列，先說故事，到結尾才以養成的習慣是第二
天性說明教訓意義。＜酒醉的丈夫＞刪減寓言詩裡喪葬物件長明燈和殮布，也省
略酒鬼妻子假扮女神阿勒克托、撒旦的描寫，只說「穿真歹看的衫，面置痟鬼仔
殼」穿難看的衣服，戴著鬼臉，不但消去了西方文化色彩，行文也變得較簡潔。
二、刪減內容
前例＜酒醉的丈夫＞刪減物件、人物名稱、部份對話與描述，在＜豺狼佮羊
阿仔＞則刪去部份前言、時間設定或對話。
羅本＜豺烹羊＞﹕
盤古初，鳥獸皆能言。一日，豺與羊同澗飲水，豺欲烹其羊，自念無以措
辭，乃強責之曰﹕「汝混濁此水，使老夫不能飲，該殺﹗」羊對曰﹕「大
王在上流，羊在下流，雖濁無礙。」豺復責曰﹕「汝去年某日，出言得罪
於我，亦該殺﹗」羊曰﹕「大王誤矣﹗去年某日，羊未出世，安能得罪大
王？」豺則變羞為怒，責之曰﹕「汝之父母得罪於我，亦汝之罪也﹗」遂
烹之。
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此之謂也﹗573
中田本＜狼圖攫羔＞﹕
一個狼在河的上流地方閒走，遠遠兒的望見一隻小羊羔兒在下流地方頑兒，
打算怎麼能把他到手，就先編出話來，跑到羊的跟前兒，說﹕「這個笨東
西，你把我所喝的水，都給弄溷了。」羊恭恭敬敬的回答說﹕「我是在下
流喝來著，就是溷了，與上流絕沒有妨碍。」狼說﹕「這還罷了，你在一
年頭裏說過我。」羊戰抖抖的說﹕「唉，一年前，我還沒出世呢。」狼說﹕
「呸，就讓不是你，你老子說過，也跟你說的一個樣，這如何能成免被我
喫的分剖的話呢？」說完就跳在羊羔的身上，把他撕了個粉碎，受用了。
573

顏瑞芳，前引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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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強暴的人，分晰是難通的，可知就是無辜理正的，也在惡人威勢興盛的
時候，勝不過他。574
林本＜羔羊遇狼＞﹕
就乳之羔，失其群，遇狼於水次。狼涎羔而欲善其辭，俾無所逃死，乃曰﹕
「爾憶去年辱我乎？今何如？」羔曰﹕「去年吾方胎耳，焉得辱公？」狼
曰﹕「爾躪吾草磧，實溷吾居﹗」羔曰﹕「爾時吾方乳，未就牧也。」狼
曰﹕「若飲澗而污吾流。令吾飲不潔﹗」羔曰﹕「吾足於乳，無須水也。」
狼語塞，徑前撲之曰﹕「吾詞固不見直於爾，然終不能以語窮而自失吾胾﹗」
575

＜豺狼佮羊阿仔＞﹕
一日，一隻豺狼佮一隻羊仔，無意中雙時來抵一條溪阿欲啉水。
原來豺狼是真要食羊阿，總是已經相擋頭，若欲佮伊食，著要想看有啥物
因端無；就想欲佮伊起冤家，面置受氣的款大聲講：「真可惡，你來我的
溪阿，佮我潦到這呢濁，欲教我按怎樣啉，或是怎樣？」羊阿驚一下，就
細聲應講，「你徛佇水頭，我徛佇水尾，欲汰會佮你拍濁，水的確未會流
倒轉。」豺狼又嘩講。「揀採有影。總是你猶原是歹物，你舊年有罵我，
未記得啦是無？」可憐的羊阿仔隨時應講，「唉呀！豺狼兄啊，那這個代
誌啊，一年前我都猶未出世裡呢！」豺狼知冓議論是無路用，就擰假
（giâng-gê)受氣講：「你無罵我！你若無罵我就是恁老父啦！無論是你還
是恁老父平平是按呢！」就跳偎佮伊咬死，拖入樹林去食。
教示：殘忍的人欲做惡毒的事，無論啥物時陣，講來講去攏是伊的理了了。
願人掠家己的話做對。576
＜豺狼佮羊阿仔＞直接讓狼與羊相遇，沒有中田本狼在閒逛，從遠處發現羊
的敘述，也沒有像林本交代羊羔因失群，以致落單，更不似羅本將時間設在「盤
古初，鳥獸皆能言」時。中田本、羅本、＜豺狼佮羊阿仔＞的狼都指控小羊的父
親咒罵牠，只有林本沒有這段對話。從主要情節的相似度與無時間設定的現象來
看，＜豺狼佮羊阿仔＞與中田本最接近，轉譯自該版的可能性最高。

574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29。

575

顏瑞芳，前引書，頁 86。

576

陳清忠譯，＜豺狼佮羊阿仔＞豺狼佮羊阿仔，《芥菜子》
，1926 年 1 月第 3 號，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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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的融會
文本的融會是指譯者在選取版本時，不以單一版本為對象，而是參酌兩本
以上的文本各取一端雜揉成一體。
＜神佮車夫＞﹕
有一個人駛一隻馬車，載真濟物，經過爛溝糜的細條路；因為車輪牢土糜。
所以馬拖攏袂進前。
為著按呢，這個人。全然無勞碌，隨時跪落佇土糜頂，大聲咻神來幫贊。
神就應講，「貧惰的人啊，將你的肩頭掛抵車輪，出力照所會來推，按呢
猶冓若著欠用我的幫贊，我就歡喜聽啦！著會記得係句俗語講﹕「天幫贊
自助的人。」
教示：常常聽見人得祈禱的時，所求佮這款相類--的不止濟。「爸阿，你
的福音到台灣已經五十外年久啦！但是來信你的人是真少。求你著將你的
神開啟尹的心，予尹緊緊來佮阮相佮行這條天的路，通來得著你的所應允
的福氣…」這款的所求毋知有功效抑無？拍算少少人得想。這款的祈禱不
但無功效，反轉對神真無禮，是屬抵命令神的所求。著愛斟酌！應該著按
呢求：- 「爸阿，求你赦免阮貧惰的罪。賞賜阮好記智，予阮常常會記得
你，來體貼主的艱苦，幫贊阮饒出力做你的工，通緊招呼未信的人來歸
你......」577
羅本＜車夫求佛＞、張本＜車夫＞求的是「阿彌陀佛」，沒有說明車夫所駕
的車種。中田本＜神諭車夫＞的神是「大力神（Heracles)」，以馬拉車。林本＜
犢車陷轍＞，車夫駕的是犢車(小牛車)，只說「神」。＜神佮車夫＞車夫駕的是
馬車，大聲求「神」幫助。＜神佮車夫＞結合中田本的「馬車」
，和林本的「神」，
融會成新本。四種漢譯本的教訓簡短一兩句，此篇以本地基督徒和上帝（神)的
關係做類比，批判臺灣本地基督徒錯誤的祈禱態度和內容，訓示的內容比故事
長。
文本融會的另一例，如羅本＜義犬吠盜＞群盜擲餌誘犬578，中田本＜家犬吠
賊＞579一個賊拿飯團兒給狗吃，林本＜攜肉飼狗＞盜攜肉飼狗580，＜賊子佮狗＞
577

陳清義譯，＜神佮車夫＞，《芥菜子》
，1926 年 5 月第 4 號，頁 6。

578

顏瑞芳，前引書，頁 38。

579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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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取中田本的「一個賊」，林本的「肉」再精確化為「牛肉」，變成一個賊拿「牛

肉」餵狗。
四、 改變人、事、物、身份名稱
林本＜呵暖呵冷＞﹕
羅馬之人，與一怪人友，其人半軀具人形，其下羊耳。二人締盟，以酒瀝
地，誓生死。一日，天寒坐語，其人以手自呵，怪人問之，其人曰﹕「呵
暖以禦寒﹗」他日同食，餚氣蒸騰，其人復呵，怪人又問，其人曰﹕「呵
冷以祛熱﹗」怪人大怒曰﹕「吾不復信子矣﹗氣出自一人，而冷暖自變其
用，此復可名為人耶？」去之。582
中田本＜樵夫交神＞﹕
有一個在山根兒底下住著的樵夫，和山神相好。一天太陽將落，找到山神
的住處。這正在十冬臘月，極其寒冷。樵夫把手指頭擱在嘴唇兒上，哈一
哈。山神詫異，說﹕「你這是幹甚麼呢？」樵夫說﹕「因為指頭尖兒凍木
了，煖煖他。」打個澄兒（註﹕過了一會兒，也作「打個蹬兒」），孥上
喫的來，很熱，不能到嘴，樵夫捧著盌，放在嘴唇兒上，吹一吹。山神又
問他說﹕「這又是幹甚麼呢？」樵夫說﹕「因為這個湯太熱，吹吹他。」
山神立刻沉下臉來，說﹕「我以後不與你來往了。和一個口裏或冷或熱、
隨時出氣的人，無論甚麼樣兒的事，都不能共辦哪。」
這譬喻是說和人交往，變言寡信的，終歸丟失了朋友。583
＜樹林的神佮出外人＞﹕
抵這個冬天真寒的日，樹林的神得巡視四界；忽然看見一個出外人，為著
寒佮餓，差不多半生半死的款倒抵樹腳。神就想可憐，就帶伊去伊的穴欲
將食物予伊食。得相佮行的時，那個人納行納用喙歕伊的指頭阿。神就問
伊講。「你按呢是得創啥物？」因為伊猶無甚物知人的世界的事情。出外
人應講，「我的指頭阿真凍，所以得歕予伊燒。」

580

顏瑞芳，前引書，頁 150。

581

陳清忠譯，〈賊子佮狗〉
，《芥菜子》
，1926 年 1 月第 3 號，頁 28。

582

顏瑞芳，前引書，頁 166。

583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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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洞內的時，神就捧一碗真燒的湯欲予伊啉；那個人捧過手，就出力直直
歕。神就又講：「你猶得歕，這碗敢無是真燒嗎？」出外人應講，「真燒、
真燒，我得歕是因為修燒，著歕予伊冷才會啉得。」神著大驚，趕伊講：
「平平一個嘴，會歕燒也會歕冷的人，我無欲睬伊；給我出去！」
教示：著警戒兩層舌的人。「甜佮苦的泉未會相一個水源流出」584
林本＜呵暖呵冷＞羅馬人與人羊怪締結生死盟友，羅馬人呵氣暖手，又吹氣
冷卻熱食，遭人羊怪毀棄。中田本＜樵夫交神＞樵夫和山神相好，太陽將落時樵
夫到山神的住處，因同樣的事由感情生變，人物身份和林本不相同。＜樹林的神
佮出外人＞的人物是樹林的神和落難倒在樹下的出外人，結局與林本和中田本相
同。中田本仔細交代故事時間是在臘月某天的日落，＜樹林的神佮出外人＞也指
明是冬天，與中田本相似，但林本只以「天寒」帶過，不知是春寒還是冬寒，季
節設定較不明確。＜樹林的神佮出外人＞人物身份與林本迥異，和中田本的人物
身份較為接近（山神和樹林的神)，季節設定在冬天，參考《伊蘇普喻言》改寫
的可能性較高。
改變物品名稱的例子如＜歕笛仔的人＞﹕
一隊的兵，抵一擺相殺的時，殺輸。一个歕笛仔的人予人掠--去。對敵欲
共伊槍殺的時，就大聲嘩講。「啊，列位啥事欲殺我？我的手不曾犯著殺
人的罪。」對敵應講，」實在有影，不過你用笛仔 教唆眾人來犯殺人罪；
所以你應該也著受相款的運命才會做得。」
教示：煽動人做歹的人，伊的罪過是佮彼个去做的人平平重。585
羅本＜鼓手辯理＞用鼓586，張本＜吹角＞用角587，中田本＜吹手就擒＞用喇
叭588，林本＜吹角之兵＞用角589，＜歕笛仔的人＞使用的是笛子。又如林本＜鴟
與螽斯＞590螽斯擾眠，鴟勸離不聽，於是鴟哄騙誘殺螽斯。＜暗光佮(蟋蟀) ＞591

584

陳清忠譯，＜樹林的神佮出外人＞《芥菜子》，1926 年 1 月第 3 號，頁 26。

585

陳清義譯，＜歕笛仔的人＞《芥菜子》，1926 年 5 月第 4 號，頁 6-7。

586

顏瑞芳，前引書，頁 34。

587

顏瑞芳，前引書，頁 78。

588

中田敬義等編，前引書，頁 61。

589

顏瑞芳，前引書，頁 163。

590

顏瑞芳，前引書，頁 155。

591

陳清忠譯，＜暗光佮(蟋蟀) ＞《芥菜子》
，1926 年 6 月第 5 號，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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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是同樣的故事，但以臺灣民間常見的暗光鳥替代鴟鳥，並且在誘捕前鋪陳更
多甜言。
五、變更原因、理由、動作
中田本＜鵔鸃哭訴＞﹕
有一個打鳥的人，用打籠拏了一個錦雞。那鳥是切切的說﹕「您放了我罷﹗
如果放了，如果我放了可以引誘些個別的鳥兒來。」打鳥兒的人說﹕「不
行，無論怎麼樣，決不肯放你，哼，像要叫朋友上圈套的東西，可以有死
的理呀﹗」592
錦雞求饒時強調自己有利用價值，可以引誘別的鳥來，交換生存的條件，捕鳥人
以話語拒絕。
＜鐺鳥的人佮雲雀＞﹕
一隻雲雀纏著網，直直對當鳥的人求縚放，講﹕「我有做啥物毋著，著受
啊？不過是為著止饑，才有提人一半粒的五穀來食那定。」總是係个人攏
無應半句話，將伊的頷頸撙斷，抴伊佇鳥籠內。
教示：佮對敵理論是戇。593
雲雀的理由不過是為了止饑，而且只是偷一點點而已。捕鳥人不說話，直接
以動作擰斷鳥頸處理。＜鐺鳥的人佮雲雀＞變更鳥名、求饒的理由、以行動代替
話語回答。另有一例﹕
中田本＜愛一嫌一＞﹕
有一個母猴兒，下了兩個崽子，雖然是一個胎裡生產的，不知甚麼緣故，
他深愛一個，疏遠一個。故此一天，他到別處兒去的時候兒，把所愛的抱
著，把所疏的背著。走在道兒上，有一條猛狗從後頭追了來，母猴兒唬了
一大跳，把所抱的崽子挾在胳肢窩裡，捨著命跑。奈因前後有沉重的東西，
不能快跑，而且那狗又追近了，母猴兒不覺的把挾著的崽子撇下了，好容
易纔得逃脫。於是那疼愛的崽子就遭了狗牙之害，但那疏遠的崽子就那麼
扒在母親的脊梁上，倒得救脫了，以致于獨受母親的疼愛了啊。
592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65。

593

陳清忠譯，＜鐺鳥的人佮雲雀＞《芥菜子》
，1926 年 9 月第 8 號，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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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也不是果就不幸，只要堅忍苦耐為要。594
林本＜猿生二雛＞﹕
猿生二雛，一愛一憎。無何所愛之雛飽死，受憎者毛澤而軀健，省食故也。
故專注其意者，其功不必成。595
＜猴母佮猴囝＞﹕
一隻猴母有生兩隻囝，其中一隻，猴母有特別較疼；皴的係隻，差不多攏
無要緊的款。有一日知有一隻狗得追尹，猴母隨時就抱彼隻所疼--的，起
腳就跑。總是為著大驚目睭煙暈，續將伊的囝的頭殼扞對樹落去，頭碗遂
撞破。也係隻無要緊--的，擒抵猴母的胳脊胼，得著安全逃走。
教示：受寵愛的，常常堵著不運。596
＜猴母佮猴囝＞與中田本內容相似度高，和林本顯然不同。前兩者受寵的小
猴子死亡都發生在逃避狗追擊，中田本不小心掉落夾在腋下的愛兒，落入狗牙﹔
＜猴母佮猴囝＞因失手撞樹，所愛的孩子頭破而死，與中田本同中有異。林本則
是受寵小猴子的飽死。
再一例，中田本＜狼粧羊容＞﹕
有時候兒，狼打算要舒舒服服兒得過日子，就披了一張羊皮，改扮形狀，
混在一個羊群裡頭，要不叫牧羊的瞧出來，和羊一塊兒喫草。看看天黑了，
圈都收鎖好了，不得出去，只好同羊被圈在一處。牧羊的皆因晚飯裡沒肉，
來拿羊來，一頭撞著那只狼，誤當做肥美的羊，就在那兒宰了。
不在自己當在的地方，打算要安逸餬口的，類乎這狼一樣，失了謀算。597
林本＜狼蒙羊皮＞﹕
狼欲求食於人，乃蒙羊皮而雜於群羊之中。牧人牧羊並圈狼，嚴扃其柵。
594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123。

595

顏瑞芳，前引書，頁 138。

596

陳清忠譯，＜猴母佮猴囝＞《芥菜子》，1926 年 9 月第 8 號，頁 11。

597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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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牧人思烹羊佐朝饗，啟圈取羊，誤得狼殺之。
狼圖食乃反見食於人，哀哉﹗
畏盧曰﹕「章惇之誤入黨人，小人之幸也﹔狼之誤入羊圈，小人之不幸也。」
598

＜穿羊皮的豺狼＞﹕
有一擺，一隻豺狼，穿羊皮的衫；抵一個中間，伊的變裝有大成功；所以
會得通抵羊群的中間來苦楚濟濟的羊仔。總是到路尾予人發見--著；顧羊
的人隨時共伊拍死，將伊的身屍佮所穿的衫，做一下吊抵樹頂，通做別隻
豺狼的境警戒。
附近的人看見羊仔按呢來吊抵樹裡大驚惶，中間一个問講。「將你的羊吊
抵遐是啥物理由？」顧羊的應講﹕「赫也--是！係是豺狼所利用得包身軀
的羊皮若定」
教示﹕人未會得通對外面來判斷--得。599
中田本和林本的狼披羊皮混入羊群，當夜被牧羊人誤當為肥羊宰殺。＜穿羊
皮的狼＞則是狼進入羊群，苦害很多羊後才被人發現。牧羊人殺狼後，將狼屍和
羊皮一起吊掛示眾。狼被發現的時間、原因、牧羊人處理狼的動作與前兩者不同，
是譯作者的新意。
六、增加人物
＜獅、牛、山羊、綿羊＞
有一擺牛、山羊、綿羊佮獅相佮約束欲將所得著的物相佮分。無久山羊所
張的罩仔有鐺著一隻大鹿。所以山羊隨時召集伊的同伴。獅就將係隻大鹿
分做四份，中間上好的份留起來就講﹕「我是獅，我應該著得這份。」後
來提一份講﹕「這份照正當的權利是我的，設使鄰若是愛知，才來講看！
強者的權利啦！」閣再提第三份下抵身邊講﹕「這份是勇者的，若是所皴
這份，鄰若有人敢摸看嘪！」伊的同伴無應半句話，緊起腳逃走。

598

顏瑞芳，前引書，頁 97。

599

陳清義譯，＜穿羊皮的豺狼＞《芥菜子》
，1926 年 5 月第 4 號，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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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示：佮上強--的，抑是狡獪--的結朋友是戇。600
獅子和其他動物一同出獵，豪奪獵物，幾乎全拿，其他動物迫於死亡威脅，
只能忍受分配不公。中田本＜獅子出獵＞寫著獅子和「別的走獸」獵鹿601﹔林本
＜驢與獅盟＞僅驢與獅搏獸於野，未說明何種獸602﹔＜獅、牛、山羊、綿羊＞的
獵物與中田本相同都是鹿。＜獅、牛、山羊、綿羊＞有四種動物一起獵鹿，增加
成員。獵物是由山羊張網捕獲，獅子並沒有出力，牛、山羊、綿羊與獅子的強弱
對比較驢與獅一對一更鮮明。
七、增加情節
＜狐狸佮伊的尾溜＞﹕
一隻狐狸看見路中有張罩阿抵地，就停腳來看。狐狸就講「若予這款罩阿
鐺著--的，kin-tú 也是到極戇的獸。」伊就顯出昧要緊係個罩阿的款，將
伊的尾溜下抵罩阿試看；總是罩阿隨時反，致到所得風神的尾溜續罩斷去。
起頭歡喜佳哉無事走離，總是猶未到厝的逮先，就想伊的朋友的確會笑-伊。後來就走入樹林。到路尾就想出一個妙案，就是想講，－設使別隻狐
狸若猶原失落伊的尾溜，伊就會佮別隻平平好看。就召集所有的朋友，家
己胳脊胼屏抵樹--裡，大聲就演說講，－ 「列位，咱大家何故著揹這個
重的尾溜來行啦？！尾溜毋但干單（kan-ta）無路用，敢毋是真重嗎？」
聽眾起頭聽了不止感心。係時都抵遐得走來走去的狐狸囝大聲喝講，－
「ENh-koaⁿh！伊家己甘無尾溜啦！就是按呢，伊才愛咱來割尾溜喔！！」
中間一隻就共伊俥落樹跤，眾狐看見伊無尾溜就大笑，紲趕彼隻入樹林。
教示：堵著不幸，毋通分人擔。603
林本＜斷尾掩醜＞﹕
狐見取入檻，銳出而斷其尾，醜之，思以術掩其醜。一日，大招其類，請
皆去尾，且曰﹕「去尾較前美，亦無曳塗之患。」一狐於曹中曰﹕「君苟
非自醜其失尾，又甯合眾而議去其尾？」喪尾之狐乃大慚。

600

陳清忠譯，＜獅、牛、山羊、綿羊＞《芥菜子》
，1926 年 6 月第 5 號，頁 9。

601

中田敬義 等編著，前引書，頁 52。

602

顏瑞芳，前引書，頁 119。

603

陳清忠譯，＜狐狸佮伊的尾溜＞《芥菜子》
，1926 年 9 月第 8 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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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廬曰﹕「一事不便小人之私，雖亡國覆軍，亦甘心行之。狐之求眾去尾，
所求固未奢也。」604
中田本＜狐誇不具＞﹕
有一隻狐狸，被圈套勒住尾巴，自想尾巴不能頂腦袋，就拽斷逃生了。然
而來到世上觀看，恥臊自己是個不同群兒的残疾狐狸，就說﹕「有沒尾巴
還活著的，莫若死了倒強。」又一轉想說﹕「不好裡頭，儘力要求好啊。」
就先起了個眾狐狸會，是不是的，一定要叫他們學自己的樣子，勸著說﹕
「眾位見我這樣的輕便，有宜動作，並不想甚麼麼？我也是自己沒試驗過，
決想不到如此方便。真細想起來，尾巴是又汙穢又不便又多餘的東西，你
我都是狐狸，到如今想不出這麼點兒箇計來，撂著擱著，唉，可奇極了。
所以眾位君子，都依著我所試過的前例，得一輩子的好處罷。從今以後，
總之，狐狸斷去尾巴是要緊的。我勸眾位千萬啊。」說完，一個老練的狐
狸向前說﹕「話說如此，據我想，如果你有把所失的尾巴怎麼樣能彀接上
的方法，必不把斷尾巴是好的話來勸朋友們。」
總而言之，人都是說為自己方便的話，因此諸事上不可大意聽。605
林本、中田本陳述狐狸陷入檻，斷尾求生後，自覺樣貌醜陋，動念說服同類
去尾，各自用「一狐」
、
「一個老練的狐狸」點破斷尾狐真正的動機。兩則故事敘
事情節較＜狐狸佮伊的尾溜＞簡單，＜狐狸佮伊的尾溜＞增加動作情節，描繪人
物心理的轉折變化，塑造出圓形人物的性格。狐狸自以為聰明反應快，因為頑皮
去試探機關「罩阿」才遭到斷尾。狐狸受傷後心態漸起變化，起初慶幸自己得以
脫離，對斷尾不並以為意。在回家的路上才想起可能會被朋友笑，就走到樹林去
構思解決辦法。狐狸背脊貼靠著樹遮掩破相，對眾人演說，慫恿大家去掉尾巴，
聽眾被說動，但「小狐狸」點出它鼓吹大家去尾的動機，其中一隻狐狸將它拉扯
掉下樹來，窘態畢露。＜狐狸佮伊的尾溜＞型塑的狐狸有著頑童自負、大膽、喜
嘗試、愛嘻鬧、弄巧計、好面子、擅吹噓的特性，與林本、中田本相比＜狐狸佮
伊的尾溜＞活潑熱鬧很有童趣。
八、基督教義的教訓詮釋
林本＜病獅被辱＞﹕

604

顏瑞芳，前引書，頁 99。

605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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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獅且死，野彘入嚙其脣﹔牛又繼至，角之﹔驢見病獅不為人患，亦入而
蹄 之。獅已欲斃，語曰﹕「吾竟被辱至此耶﹗辱甚於死﹗吾垂死而翻得
辱，殆兩死矣﹗」
畏盧曰﹕「有志者，視辱重於死，乃垂死而仍不願辱，則真有志者矣﹗今
乃有矣可生之人，故以死自待，聽彘辱之，聽牛辱之，且至忍辱於驢，何
也？」606
教訓意義「畏盧曰」慨嘆時人竟聽憑人侮辱，當自己死了一般，沒有反應。
有志之士當視受辱比死更嚴重。
中田本＜衰獅罵驢＞﹕
一個衰老的獅子，命在旦夕，沒誰來扶侍（註﹕服侍)他，孤苦零丁的，
喘著一絲的氣息，泥沒成（註﹕讀作千)鰍的在地下躺著。當下有個野豬
出來，說是要報還舊恨，就用牙戳他。這功夫兒，又有一隻野牛跑了來，
說是要報復前讎，從背後用觭角頂他。就在此時，一頭驢看這光景，說﹕
「那老骨頭，料已沒有使受災患的憂慮了，我也得凌辱他一回。」就在獅
子的臉上，沒輕沒重的亂蹶。今死的獅子大吼起來說﹕「受有力之輩的侮
慢，辱雖是辱，但還可以忍著。被你這樣傻獃的東西作踐，我死也不暝目
啊。」
沒智慧、沒力量的人，格外的不可愚弄人。607
教訓意義放在提醒弱勢者，強者衰頹尚且受辱，弱勢者更加不能愚弄人。
＜老的獅＞﹕
有一隻真老的獅，倒抵土腳得欲死，也以前曾予這隻獅處治的獸，幾若隻
來欲佮伊報仇。山豬就用伊的牙撟伊的腹肚，牛就用角觸伊的骱邊
（骻下)；
驢阿也到，知伊已經無危險，就越轔轉，用兩隻的後腳，出力對面就佮伊
踢去。可憐的老將軍忍未調嗨一聲講﹕「啊，予你這般貧賤的獸，用腳來
踢，實在比死一百遍卡艱苦！」
教示﹕陷害人的人，著會記得伊後來也會堵著這款的運命。「得疼別人親
像家己」608
606

顏瑞芳，前引書，頁 125。

607

中田敬義等編著，前引書，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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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獅＞先以因果律警戒，再帶出耶穌教導的法則「要愛人如己」，609 林
本著重維護尊嚴，中田本給弱勢者明哲保身的忠告。三個版本在宗教道德、人生
哲學的層次上有差別，愛人如己的教訓意義超越因果律、明哲保身、維護尊嚴，
進到化敵為友積極的層次。

結語﹕
陳清忠、陳清義兄弟在《芥菜子》＜一滴一滴的水 ＞譯介的 20 則寓言，有
17 則伊索寓言、1 則拉封丹寓言、以及 2 則伊索式寓言。其中＜狐狸＞、＜暗光
佮螽斯 (蟋蟀)＞、＜驢佮螽斯 (蟋蟀)＞、＜馬佮鹿＞僅見於林紓《伊索寓言》
的，＜鐺鳥的人佮雲雀＞僅見於《伊蘇普喻言》，而＜猴母佮猴囝＞與《伊蘇普
喻言》＜愛一嫌一＞內容相似度高，＜神佮車夫〉、＜賊阿佮狗＞各取《伊蘇普
喻言》
、
《伊索寓言》之一端融會成新本，《芥菜子》譯介的伊索寓言受到《伊蘇
普喻言》
、《伊索寓言》影響的痕跡較為明顯。
陳清忠、陳清義運用(一)變更文體(二)刪減部分內容(三)融會不同文本(四)改
變人、事、物名稱（五)變更原因、理由、動作(六)增加人物（七)增加情節(八)
基督教義詮釋教訓意義的改寫技巧，將內容簡化或繁化，減少西方詞彙，增添本
土風物，立體化人物形象，使歐洲的寓言轉化成有本土色彩，表述基督教神學的
證道故事。《芥菜子》開始譯介伊索寓言的時間晚於南部長老教會刊登及引介的
書目，譯介的數量不相上下，並且集中在同年度同專欄的系列裡。南北長老會的
譯介成果共同呈現日治（含）以前臺灣方言文學裡伊索寓言的譯介手法、詮釋應
用取向。

608

陳清忠譯，＜老的獅＞《芥菜子》
，1926 年 1 月第 3 號，頁 25

609

出自馬可福音 12 章 29～31 節，有文士前來問耶穌，誡命中第一要緊的是什麼？

「耶穌回答說：「第一 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上帝是獨一的主。你要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 』再沒有比這兩條誡
命更大的了。」 引自台灣聖經公會經文閱讀網站，新標點和合本﹕
http://cb.fhl.net/read.php?VERSION2=cunp89&TABFLAG=1&chineses=%E5%8F%AF&chap=12&s
ubmit1=%E9%96%B1%E8%AE%80 (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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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白話字＜夜鶯＞﹕＜一隻夜鳴雀＞
Chìt chiah Iā -bêng-chhiok
陳瑋玲

翻譯

真濟年前抵都都阿有仙的時，有一個中國的皇帝站抵一間用水晶做第一娞的
王宮。抵王宮的外面有一個通世間第一娞的花園，也卡遠去有一個樹林，所有的
樹比世間別所在的樹卡高，也卡多，猶有一個深的樹林，抵這個樹林有一隻細隻
夜鳴雀吟到真好聽，逐人若聽見伊的歌就比別項所曾聽見，曾看見卡會記得。通
世間有人來看這個水晶的皇宮佮奇怪的花園佮大的樹林，總是到尹倒去的時，寫
冊講起這個代誌，常常有寫，攏總第一好的是這個夜鳴雀。
後來這個皇帝得到一本冊講這個代誌，伊就連鞭召伊的大臣來。
皇帝講﹕「夜鳴雀是此誰？怎樣我攏總毋曾聽見伊吟？」這大臣是這個真知
影，要緊的人，應講﹕「無這號人，我毋曾聽見伊的名﹗」皇帝講﹕「這本冊是
講有一個夜鳴雀，我命令這個夜鳴雀下昏來到這吟予我聽。」
這個大臣出去問這個皇族，夫人，佮跟隨的人，對達落會通差到夜鳴雀，總
是無一個曾聽見。所以大臣倒轉去皇帝遐講﹕「無這號人。」皇帝講﹕「這本冊
講有一個夜鳴雀，若下昏夜鳴雀無來吟予我聽，我都吃下昏飽，宮內欲剌剌除除
破。」這個大臣毋要伊按呢做，所以伊跑出去來問宮內逐人有夜鳴雀無？路尾有
一個做工抵灶腳的細漢查某囝阿講﹕「有啊﹗我不只識夜鳴雀。逐下昏我拿灶腳
的爛糝物，倒去予我的老母的時，是近抵樹林外，我有聽見夜鳴雀底吟。」大臣
請這個細漢的呷囝仔揣伊到夜鳴雀的所在，濟濟宮侯佮夫人隊抵後面。
尹去一塊阿的時聽見一隻牛在嘛﹗諸個公侯佮夫人就講﹕「齁﹗敢是夜鳴雀，
怎樣細細的物遐大聲。」細漢查某囝阿講﹕「無，毋是係個都是一隻牛底嘛。」
又去一塊阿尹聽見幾若隻田疙阿抵土糜底吼，諸個宮內的人講﹕「係個的確是夜
鳴雀，伊的聲都親像禮拜堂的鐘。」這個細漢查某囝阿講﹕「無﹗毋是﹗遐個是
田疙阿在咯。」
後來尹到抵夜鳴雀所待的樹林。這個細漢查某囝阿講﹕「聽﹗伊得欲唱，伊
吟到真好聽是你歸世人毋識聽見別物親像伊。」
諸個宮內的人講﹕「有影﹗真好聽，是係隻樸色的鳥兒會出遐好聲嗎？伊胳
脊無色，我想是對驚人來失色。」這個大臣就請細隻夜鳴雀來吟互皇帝聽。細隻
夜鳴雀講﹕「伊踮伊家己青的樹林會吟卡好聽﹗」總是伊真好心欲佮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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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下昏這個王宮是照您(們)所會想，用第一娞的花來裝沓，又有一爪一爪610的
娞的銀鐘阿，風吹的時叮噹號，也有幾若百枝的蠟燭，熂光親像小掠的鎗，抵這
個大的廳，有一個金的架通互夜鳴雀歇，抵皇帝座位的邊兒，攏總的人抵遐，皇
帝就叫夜鳴雀來吟。這個細隻樸色的夜鳴雀大開伊的嘴也吟，你知毋？伊吟到真
好聽，互皇帝目潸續流出來，皇帝本毋是遐快嚎的樣。所以伊叫伊又再吟﹔這擺
伊吟到真奇怪的好聽，目潸落來到伊的嘴皮。對伊的吟成這大代誌。尹叫細隻夜
鳴雀來吟，直直又吟，尹聽到真久的時，皇帝講伊是應該做﹕「宮內第一鰲吟的。」
得做一個金的架近抵皇帝的面前佮這個小的金的籠，也欲准伊逐日出來兩捭，總
是有指出十二人來跟隨。係十二人逐捭佮伊出去，也逐個有纏綁夜鳴雀的腳的絲
線，係號款出去無暇好。久久這個夜鳴雀逐下昏有吟互皇帝佮宮內的人聽。伊真
歡喜，也這個夫人攏總試學親像伊，尹常常飲淡薄水互聲卡會親像。諸個宮內的
人大家相堵著的時，一個就講﹕「夜鳴」又一個就講﹕「雀」—這號的話。
後來有一日皇帝得到一包細細的物外面寫「夜鳴雀」
。內面是一隻做的鳥兒，
淡薄阿親像夜鳴雀只是用金、銀、紅寶石、青寶石佮鑽石做的，轉緊的時會吟一
個跳舞的調，也伊底吟的時伊的尾會翹起，落去。逐個抵宮內是對這個新的夜鳴
雀的音樂滿心歡喜。尹佮伊吟相一個調三十三擺猶久毋足應。
尹欲予伊吟這個調第三十四捭，總是皇帝講﹕「今我卡愛來聽真的夜鳴雀吟。」
總是係時四界找真的細夜鳴雀，找昧得。因為伊有趁逐人底聽跳舞調的時的機會，
飛過窗阿到抵伊家己青的樹林。諸個公侯佮夫人講﹕「怎樣有這隻這無知感恩的
鳥，總是無要緊，這隻新的夜鳴雀也平平遐好。」所以這隻做的夜鳴雀，無伊踮
抵真的夜鳴雀的細的金閣，也逐下昏皇帝轉伊，伊就吟跳舞的調互伊聽。這個治
宮內的人愛伊卡贏老的夜鳴雀，因為尹攏總會歕伊的調，係號真的夜鳴雀尹學昧
來。
這個做的夜明雀差不多來一年久了後，這個皇帝聽跳舞的調的時，鳥阿的內
面彆一下，這個調就停。皇帝跑去找醫生，總是伊昧曉醫。伊就去找做時鐘的人﹔
伊也昧做到若好勢。無人會做都好，尹所會做第一好的是修理好金的夜鳴雀會一
年吟一捭。也昧通都都好這個調是準準，總是皇帝有下金的夜鳴雀抵架阿，抵伊
家己的房。
又過久久皇帝堵著重的破病得欲死，已經決斷伊昧又好，百姓就就拱一個新
的皇帝來聽候舊的死的時通做。這個可憐的皇帝倒得，真冷，面色青白，抵伊的
大張眠床，有絨的布籬四圍有蠟燭。伊是不只怔躁，因為攏總宮內的人去給新的
皇帝恭喜，又請安的人也相佮講這個代誌。

610

一爪一爪:一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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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醒的時知一項重重抵伊的胸坎，伊開伊的目晭，就是死到抵伊的心頭，
死有戴皇帝金的冕鎏，一手舉金的笏，一手舉絲的旗，用伊大蕊深的目晭來看皇
帝。房內有真濟影，這個影攏是面。有的真歹看，有的是娞，好看﹔所有的攏是
皇帝一生所做，好的佮歹的代誌。伊看尹的時，尹就細細聲講話。就是講﹕「你
會記得這個，昧？你會記得係個，昧？」皇帝記得真濟，伊就大聲叫講﹕「唉啊﹗
提大鼓來﹗摃互我昧聽見這個真雄的聲音。」總是無人抵遐通提鼓。後來皇帝叫
講﹕「你細隻夜鳴雀，你揀會吟淡薄阿互我聽﹗我已經有互你金佮寶石的物，欲
互你常常抵我的身邊，你這霎欲幫贊我，嗎？」總是無人通轉這個金的夜鳴雀自
然昧會吟。
皇帝抵死所踮係位的身偌久偌冷，雄的聲音偌久偌大也皇帝的命差不多欲斷。
忽然間對開得窗阿有聽見一個真好聽的歌。真好聽真大聲致幹係個細聲無去。連
鞭歸知伊的心，卡燒，也伊的血又行到四肢，伊聽見這個歌到目潸流落來到伊的
嘴皮﹔伊知細隻真的夜鳴雀抵金的夜鳴雀來的時飛離開伊。死也得聽這個歌。係
時伊吟了，皇帝叫伊又再吟。死也講﹕「細隻夜明雀，請你又吟？」細隻夜鳴雀
講﹕「吟這疊歌，你欲予我皇帝的金冕鎏嗎？」死講﹕「欲」這隻細隻夜鳴雀用
這疊歌，買皇帝的冕鎏。死就講﹕「細隻夜鳴雀又吟喔﹗」這隻樸色的夜鳴雀講﹕
「又一疊，你欲與我皇帝的笏無？」死講﹕「欲」也細隻夜鳴雀就用又一疊歌買
皇帝的笏﹗死又一捭討一疊歌，也這捭夜鳴雀吟得到一枝旗。後來伊又吟一疊真
好聽真傷心，予死想起伊的兜611，是抵禮拜堂埕，是伊所常常第一愛的。伊就對
皇帝的身起來對窗阿出去。
死去了，皇帝佮細隻夜明雀講﹕「所疼的細隻夜明雀，你有救我出死。毋通
又離開我，佮我踮抵這個細的金的閣，常常吟予我聽。」毋通冓612離開我。佮我
踮抵這個細的金的閣，常常吟予我聽。」細隻夜明雀講﹕「昧，所疼的皇帝，我
自主的時吟第一好聽﹔我昧會踮抵皇宮內，總是逐下昏你家己抵得的時，我欲來
坐抵窗阿，吟予你聽，佮你講抵你的國所經過逐項的代誌，我欲佮你講什麼所在
有喪餉的人，得幫贊伊，什麼所在有歹人得刑罰伊。什麼所在有歹人得刑罰伊﹔
所疼的皇帝，只有你的確毋通予人知你有這隻細隻鳥兒，會給你講逐項代誌。」
後來細隻夜鳴雀就飛去，皇帝就平安，勇勇，也家己穿皇帝的衫，架伊的金笏抵
伊的手。這個宮內的人入來欲看伊有死，無？皇帝站得，一手架劍，一手提笏，
講﹕「早啟好，嗎？」
(1)問，這隻夜鳴雀有什麼本事？
會吟真好聽的歌，予王受感激到流目潸。

611

兜﹕家。

612

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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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用寶貝所做的夜鳴雀會比得活的夜鳴雀抑昧？
攏昧比得，做的夜鳴雀吟的歌是死板的，活的夜鳴雀吟的歌是天然的。
(3)夜鳴雀吟的是有什麼路用？
予欲死的王冓活。
金句
耶穌對伊講﹕「冓活的，是我，活命的，也是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也
的確冓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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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內文表格

表 1：1885 年以前來華傳教士報刊

陳瑋玲製表 2020.10.02

1885 年以前來華傳教士報刊
刊名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起訖

創辦人與主編
米憐（William Milne, 1785~

1815.08.05~1822

地點
麻六甲

1822）英國倫敦宣道會
《特選撮要每月紀傳》

《天下新聞》

1823.07~1826

1828~1829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巴達維亞

1796~1857）英國倫敦宣道會

(雅加達)

吉德(Samuel Kidd, 1799~1843)

麻六甲

英國倫敦宣道會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1833.08.01~1838

廣州

Gützlaff, 1803~1851)荷蘭佈道
會、英國倫敦宣道會
《各國消息》

麥都思‧奚禮爾(Charles Batten

1838.10~1839.05

廣州

Hillier, 1820~1856）英國人
《遐邇貫珍》

麥都思‧奚禮爾‧理雅各(James

1853.08~1856.05

香港

Legge, 1815~1897) 英國倫敦
宣道會
《中外新報》

瑪高溫(Daniel Jerome

1854.05~1861

寧波

Macgowan, 1814~1893）美國浸
禮會應理思（E. B.Inslee, 1822~
1871)美國長老會
《六合叢談》

1857.01.26~1858.06

亞歷山大．偉烈亞力(Alexander

上海

Wylie, 1815~1887)

墨海書館

英國倫敦宣道會
《中外新聞七日錄》

《萬國公報》

1865.02.02~

湛約翰（John Chamers, 1825

1868.01.23

~1899 英國倫敦宣道會

1868.09.05~1907.12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

廣州

上海

~1907）美國監理會
《中西聞見錄》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1872.08~1875.08

北京

Parsons Martin, 1827~ 1916）
美北長老會
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
1905）英國倫敦宣道會
《郇山使者》

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 1845

1874.11.11~1938

~1919) 美以美會
235

福州

普盧(Nathan.J.Plumb, ?~1899)
美以美會
黃乃裳(1849~1924)美以美會
中國信徒
《小孩月報》

范約翰(John Marshall

1875.05~1881.04

上海

Willoughby Farnham, 1829
~1917）美北長老會
《格致匯編》

傅蘭雅（John Fryer, 1839 ~

1876……1892

上海

1928)英國聖公會
《畫圖新報》

1880.05—1914.05

范約翰

上海

《甬報》

1881.02.19~1882.03

阚斐迪(Frederick Galpin，生卒

寧波

年不詳)英國循道公會
李小池 (寧波太守)
徐漪園(慈溪)
註﹕數度中斷停刊復刊以虛線…….代表。
本表整理自﹕趙曉蘭、吳潮，
《傳教士中文報刊史》，上海：復旦大學，2011 年。

表 2﹕1824~1885 年來華傳教士創作及翻譯兒童讀物

陳瑋玲製表 2020.09.24

(1824~1885 年)來華傳教士創作及翻譯兒童讀物
一、天路歷程漢譯本
年代
1851

漢譯本

差會

《行客經歷傳》 英國
倫敦會

譯者

語言

出版地

出處
頁碼

慕維廉

上海

黎 367

(William Muirhead,

墨海書館

宋 200

廈門

黎 367

1822~1900)
1853

《天路歷程》

英國

賓維廉

文言

長老會

(William Chalmers

頁 200

Burns, 1815~1868)
1853

Thian lo lek

美國

打馬字

廈門話

theng

公理會

(J.V.N.Talmage,

拚音

廈門

宋 200

1819~1892)
打馬字‧麥嘉湖

黎 367

(John Macgowan,
1835~1922)
1853

《天路歷程》

美國南

來恩賜(D.M.Lyon)

蘇州土話

長老會
1855

《旅人入勝》

英國

協和

宋 200

書局
哥伯播義(Robert
236

寧波話

寧波

黎 367

Li jing jih sing

聖公會

Henry Cobbold,

拼音

宋 200

1820~1893)
1865

《天路歷程

賓維廉

官話

官話》
1866

1870

1871

黎 367

福音堂

《續天路歷程

賓維廉

官話

官話》
1870

京都

京都

黎 367

福音堂

《勝旅景程》

胡德邁

文言

(Thomas H.Hudson,

開明山

1800~1876)

福音殿

《續天路歷程

英國循

俾士(George Piercy,

土話》

道公會

1829~1913)

《天路歷程

寧波

俾士

廣州話

羊城

黎 367

宋 219

惠師禮堂
廣州話

土話》

羊城

宋 219

惠師禮堂

二、宗教小說譯本
1824

《論貧人若色

麥都思(Walter

文言

巴達維亞

黎 368

弗》Poor Joseph

HenryMedhurst,

俾士

粵語

香港

宋 218

俾士

文言

香港

黎 368

文言

福州

黎 368

增沙藏版

宋 219

羊城

宋 218

1796~1857)
1851

《貧人約瑟》
Poor Joseph

1851

《貧人約瑟》
Poor Joseph

1858

《信主臨死慰

美國

盧公明

樂》Poor Joseph

公理會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 )

1859

《浪子悔改》

英國

理雅各

The Parable of

倫敦會

(James Legge，
1815~1897）編纂

the Prodigal
Son
1861

《曉初訓道》

俾士

惠師禮堂
1868

《Gyuong-nyin

中國

g iah-seh》Poor

內地會

甘比(Crombie,G)

寧波話

杭州

黎 368

京都：

黎 368

拼音

Joseph
1875

《苦人約瑟實

美國

富善

官話

錄》Poor Joseph

公理會

(Chauncey Goodrich,

美華書館

1836~1925）
1884

《人靈戰記》

慕維廉

文言

上海
上海福音堂

(John Bunyan)
237

黎 366

The Holy War
三、基督教成長小說譯本
1852

《金屋型儀》

德國

葉納清

(Hermann Ball)

禮賢會

(Ferdinand

Thirza，order

香港613

宋 103

漢福會

宋 103

上海

宋 123

上海

黎 366

Genähr,1823~1864）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Kreuzes
1856

《妙齡雙美》

德國

羅存德

The Capitive

禮賢會

(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

Maid
1856

《亨利實錄》

美國

吉士師母

上海

(Mary Martha

監理會

(Caroline P.Keith,

方言

Sherwood)

1821~1862)

The History of

與學生

Little Henry and
His Bearer
1856

《亨利實錄》

吉士師母

上海

Hang-le

(C.P. Keith)

拼音

美國

高第丕師母

上海

南浸信

(T.P.Crawford

方言

會

1821~1902)

《撒庇記》

美國

倪維思牧師夫人倪

寧波

倫敦

She-pi Kyi-the

北長老

戈氏

方言

William

Story of a Swiss

教會

(Helen S. Coan

Clowes and

Nevius, ？~1910)

Sons

zaeh-lok
1856

1861

《三個閨女》

Boy forgiving

宋 124

宋 133

his Enemies
1864

《亨利實錄》

美國

白漢理(柏漢理)

公理會

(Henry Blodget,

官話

上海：

宋 125

美華書館

1825~1903)
1865

1868

613

《亨利實錄》

美國

柏亨利

官話

公理會

(Henry Blodget)

《孩童故事》

京都：

黎 366

耶穌堂
上海

宋 103

黎子鵬，
《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
，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17 年，頁 21，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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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Seppili the
Swiss Boy
1868

《亨利實錄》

麥耐氏

寧波話

Siao

(Juana M.McCartee)

拼音

高第丕師母

官話

上海

黎 366

上海

宋 124

Hyin-li-teng
gyi-go ti-o nying
Bu-zi
1872

《三個閨女》

美華書館
1873

《孩童故事》

1875

《立蘭姑娘實

美國

錄》

公理會

1875

倪戈氏

官話

中國聖教會

宋 134

謝衛樓(撰寫)

京都(北京)

宋 104

(E.Sheffield,

燈市口美華

1814 ~1913)

書院

《安樂家》

美國

博美瑞

(Mrs.O.F.Walto

公理會

(Mary Harriet

n)Christie’s Old

官話

倫敦聖教書

宋 143

會

Porter，1846 ~1929)

Organ
1878

《貧女勒詩嘉》 美國

佩森

福州方言

(Hesba Stretton)

(Miss Adelia

Jessica’s First

M.Payson)

福州

宋 143

美華書局

Prayer
1881

《福氣地》

Mrs.R.G.White

官話

Foreign

Christie’s Old

Sunday-

Organ

school

黎 365

Association

1882

《安樂家》

博美瑞

官話

上海-中國

黎 365

聖教書會

1882

《閨娜傳》

美國

作者不詳

公理會

博美瑞

官話

圖畫新報館

宋 144

中國聖教會

宋 159

發行

The Cottage on

畫圖新報館

the shore；or

印

little Gwen’s
story
四、兒童聖經故事
1856

《蒙童訓》

丁小姐

上海話

(C.P.Tenney)
1857

《蒙童訓》

C.P.Keith
239

浦東﹕周鳳

宋 66

翔刊刻
上海話

上海

黎 366

1856~

哥伯播義

Jih tsih yuih le

1859

《路童指要》

美國

Lu-dong

北長老

ts’u-hyiao

教會

倪戈氏

倪戈氏

Iu-dong
ts’u-hyiao

1860

寧波

黎 366

寧波話羅

寧波：華花

宋 39

馬拼音本

聖經書房

寧波話

寧波：華花

拼音

聖經書房

上海話

上海

黎 367

廣州話

羊城：增沙

黎 367

拼音

1857

1859

寧波方言

《蒙養啟明》

W.G.E Cunningham,

黎 366

Mrs
1862

《曉初訓道》

俾士

惠師禮堂
1864

《正道啟蒙》

賓為廉

官話

京都：

黎 367

福音堂
1865

1868

《訓兒真言》

美國

花雅各夫人花撒勒

南浸信

(Sally L. Holmes)翻

會

譯，蓬萊周文源筆錄

《曉初訓道》

俾士

官話

上海：

宋 56

美華書館

淺文言

羊城：

黎 367

小書會
1869

《日積月累》

哥伯播義

Jih tsih yuih le
1871

1874

《正道啟蒙》

寧波方言

寧波：

拼音

美華書館

福州話

福州：

美國

夏查理

公理會

(Charles Hartwell,

太平街

1825 ~1905)

福音堂

《正道啟蒙》

賓為廉

福州話

福州：太平

宋 69

黎 367

宋 52

街福音堂
1879

《訓兒真言》

美國南

帥靄誼

蘇州話

上海：

長老會

(Anna C.Safford)

《喻道傳》

美國

丁韙良 (著作)

Religious

北長老

(William Alexander

華花聖經

Allegories

會

Parsons Martin,

書房

黎 367

美華書館

五、證道故事
1858

文言

寧波

宋 361

1827~1916)

1866

1866

《伶俐小孩》

英國

理一視

官話

The Young

倫敦會

(Jonathan Lees,

Gideon

1835~1904)

《領出迷航》

理一視

北京
福音堂

官話

北京
福音堂

The Lost Child
240

宋 372

宋 372

Brought Home
1875

《兩可喻言》

博美瑞

官話

京都(北京)

宋 368

(Hannah More)

燈市口美華

黎 366

Paryley the

書院

Porter
1882

《紅侏儒傳》

英國

楊格非

(Mark Guy

倫敦會

(Griffith Conference

聖教書局

Society, 1831 ~1912)

《萬國公

Pearse )

淺文理

漢口

宋 380

宋 380

報》連載

The Terrible
Red Dwarf

本表整理自﹕宋莉華，《近代來華傳教士與兒童文學的譯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黎子鵬，李金強等主編，﹤聖教書會與基督教在華翻譯事業﹥《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
百年論集》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9 年，頁 353-368。

表 3﹕《臺灣教會公報》發展沿革表修訂版

614

陳瑋玲製表 2019.01.25

《臺灣教會公報》發展沿革表修訂版
時間
1885.07

報紙名稱

重要歷史事件

《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稱為第 1 張615， 1875 年(同治 14 年) 增加臺北府，原只
只有 4 頁。第 2 張起增至 8 頁。

有臺灣府616。

由創辦人巴克禮的書房「聚珍堂」(又名新

1876 年宣教師們議決以臺灣府為宣教

樓書房)印刷發行。

中心。617
1885 年(光緒 11 年)臺灣脫離福建單獨
成一省。行政機關調整為為臺北、臺
灣、臺南三府與臺東一直隸州。
臺灣府轄(中部，擬設省會)，原臺灣府
改為臺南府。618

1892.01

614

81 卷( KOÀ N)起改名為《臺南府教會報》
。

本表以﹕張妙娟，﹤百年教會報、跨世紀見證─簡介《臺灣教會公報》﹥，臺灣教會公報社

編，
《臺灣教會公報全覽》(1885-1890) 臺南市﹕臺灣教會公報社，2004 年，頁 7-9，為基礎增補
修訂。
615
616

創刊號最下行：Printed at Taiwanfoo Mission Press. 1-80 都稱作(張 TIUⁿ)。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3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64：
「據記載，到了 1875 年就在打狗及臺灣府設有傳道師養

617

成班，在 1876 年，宣教師們又議決只以臺灣府為今後宣教的中心，藉此希望能集中人力和物力。」
按此時距創刊 1885 年，約有 10 年之久。
618

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33-34。另外＜臺灣欲改做行省＞ Tâi-oân beh ké chò

Hêng-séⁿ《臺灣府城教會報》
，第 11 卷，1886 年 6 月，頁 78。文中記述臺灣要設行省時的亂象。
241

1893.01

94 卷起改名為《臺南府城教會報》
。

1895 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簽訂馬
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進入日
治時期。
1896 年 2 月 24 日成立首屆南部中會，
當時稱為臺南長老大會。619

1906.01

250 卷起改名為《臺南教會報》
。

1901 年臺灣總督府調整地方行政組
織，設臺南廳。

1911.01

310 卷起刊頭《臺南教會報》中文、白話
字並列。

1913.07

340 卷起改名《臺灣教會報》。

1913 年 5 月第 2 次「臺灣大會」決議
南北長老教會合稱《臺灣基督長老教
會》
；620
《臺南教會報》教會報原為 8 面，為與
北部聯合，擴為 12 面，與南部教士會
商議改名。621

1928.01

514 卷《臺灣教會報》接納《芥菜子》(北
部事務)第 23 號，合併刊出。
《臺灣教會報》與《芥菜子》刊名都保留。
第 1-10 頁
《臺灣教會報》
，
《芥菜子》第 11-20
頁622。

1932.05

566 卷起改稱《臺灣教會公報》
，發行的書

1932 年 1 月 1 日，南部大會獲臺南教

房改稱「公報社」
，由南部大會負責經營。 士會同意，交託南大編輯部議定將《臺
灣教會報》(臺南教士會所有)、
《教會
新報》(高雄中會所辦)、《福音報》(臺
中中會所屬)合併為《臺灣教會公報》
報》
。3 月 31 日議定《芥菜子》照舊合
刊。
1942.04

《臺灣教會公報》3 月 684 號出刊，4 月起

1940 年 11 月因戰爭之故日本與英、美

停刊。

交惡，南北兩教士會宣教師被迫離臺。
623

61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105。

62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215-216。

621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219。

622

《臺灣教會公報全覽》，1928-1930。

62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280-281。
242

1941 年 4 月總督府下令《臺灣教會公
報》停刊624。
1945.12

改名為《臺灣教會月報》685 號

1945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結束 50
年的日治時期。
臺灣教會公報社改名「光復印書局」625

1946.02

復名《臺灣教會公報》686 號
1948 年 1 月第 9 屆南部大會，高金聲

1948.01

牧師無條件奉還「臺灣教會公報社」
。626
1948 年 10 月 25 日《國語日報》創刊
號。627

1954.06

《臺灣教會公報》786 號

持續多年的（發行人高金聲、發行所光
復印書局、發行地臺南市新樓光復印書
局）改為發行人黃武東、發行所臺灣教
會公報、發行地臺南新樓光復印書局。
公報社另外發行中文版《瀛光月刊》

1955.03

，內容著重在青少年的信仰、靈性與

628

生活。629《瀛光月刊》為單獨出版的刊
物。630
1962.01

《臺灣教會公報》原為月刊，改為半月刊631

1969.03

3 月第 1049 期、1050 期合刊，為最後一期
白話字報紙。
12 月第 1051 期起與《瀛光月刊》合併，
全部改為中文發行。改成月刊。632頁數增

624

1941 年 4 月，公報因日本政府當局禁止而停刊，報社亦關閉，停止營業。高金聲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臺灣光復後，以私人負責設法復刊公報，開辦報社稱為「光復印書局」
。詳見《臺灣基督
長老教會百年史》191 頁。
625

《臺灣教會月報》686 號，頁 7，廣告欄記載公報社換名為「光復印書局」。

62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 291。

627

＜國語日報大事記＞，《國語日報》網站 https://www.mdnkids.com/(2019.01.25)

628

賴永祥，＜基督教臺灣宣教史文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24 頁。

629

＜瀛光月刊＞「本刊稿約」
《臺灣教會公報全覽》第 237 期，1969 年 1 月。

630

＜瀛光月刊＞「臺灣教會公報、瀛光月刊合刊發行啟事」
《臺灣教會公報全覽》第 247 期，1969

年 11 月。
631
632

賴永祥，＜基督教臺灣宣教史文獻＞《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頁 24。
同註 18。
243

至 40 頁。
1973.12

從第 1088 期以後改為週刊方式發行，編輯
作業遷至臺北。

1977.09

從 1331 期起改由「臺灣教會公報社」在臺
南發行。

表 4﹕《臺灣教會公報》教士會時期具名主筆時間表

陳瑋玲製表 2019.01.25

《臺灣教會公報》教士會時期具名主筆時間表
姓名

巴克禮

生卒年

1849~1935

在臺

公報編輯/印刷

國籍

時間

發行人/時間

所屬教會

1875~1935

1906.02~1908.01633

英國長老會

Rev.Thomas Barclay,M.A.,D.D.

1910.02~1910.12

ト－マスバ－クレ－

印刷發行人
1911.01~1913.01
發行印刷兼編輯人
634

甘為霖

1841~1921

1871~1917

無具名

同上

？

1900~1908

無具名

同上

1860~1923

1889~1923

1905.04~1906.01635

同上

Rev.William Campbell,D.D.
費仁純 E.R.Johnson
宋忠堅
Rev. Duncan Ferguson,M.A.

印刷發行人

ダンカンファ-ガソン

1913.02~1922.12
發行印刷兼編輯人
636

633

1906 年 2 月 251 卷
《台南教會報》16 頁底：
「台南 新樓， 長老教印冊兼發行人：Thomas Barelay，

2 月 3 日發」(以上按白話字翻譯)，1908 年 1 月 274 卷止。1910 年 2 月 299 卷又由 Thomas Barelay
接手，1910 年 12 月 309 卷止。
634

1911 年 1 月 310 卷《台南教會報》8 頁底：
「發行所台南市甲四十九番地發行印刷兼編輯人ト

－マスバ－クレ－」，1913 年 1 月 334 卷《臺南教會報》止。
635

1905 年 4 月 241 卷臺南府城教會報》44 頁底：
「台南 新樓， 長老教 印冊 兼 發行人：Duncan

Ferguson」(以上按白話字翻譯)到，1906 年 1 月 250 卷止。
1908 年 2 月 275 卷又由 Duncan Ferguson 接手，1910 年 1 月 298 卷止。
636

1913 年 2 月 335 卷《臺南教會報》8 頁底：
「發行所臺南市甲四十九番地發行印刷兼編輯人ダ

ンカンファ-ガソン」
。至 1922 年 12 月 453 卷《臺灣教會報》12 頁底：
「發行所臺南市竹園町二
丁目三十九番地發行印刷兼編輯人636ダンカンファ-ガソン」止。
244

廉德烈

1863~1937

1895~1929

1923.01~1928.02

637

1928.04~1929.12

Rev. A.B. Nielson, M.A.
エ－ビ－ネルソン

同上

編輯印刷兼發行638

何希仁

？

1909~1915

無具名

同上

1865~1940

1895~1931

無具名

同上

1881~1968

1909~1950

1928.03

同上

Rev.Hope Monerieff,M.A
梅監(甘)霧
Rev. Campbell Naismith Moody
M.A.,D.D.
滿雄才

1930.01~1932.04639

Rev.W.E.Montgomery,M.A.,B.D.
モントゴメリー
馬大闢

？

1923~1937

加拿大

1932.05640

長老會

Rev.D.F.Marshall,B.A.,B.D.

表 5﹕《有求必應》
，大正六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陳瑋玲製表 2020.05.26

《有求必應》641，大正六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篇名
1

2

3

摘要

＜猶太人信耶穌＞

猶太人便雅憫在俄國信耶穌，受苦

Iû-thài lâng sìn Iâ-so͘

出逃至美國經歷。

＜祈禱時上帝允准＞

母親祈禱上帝應允，戴德生十五歲

Kî-tó-ê sî Siōng-tè ún-chún

重生，長大到中國傳教。

＜脫離捆逐＞

一八六四年蘇利亞國年輕人夏勉因

Thoat-lí khún-tio̍k

信仰遭父親和群眾逼迫、建造教會

證道故
事類型

頁

置中型

1

前置型

9

前置型
13

購買會堂禱告後都得到上帝幫助。
4

637

＜婦任人做上帝的路用＞

印度青年會為擴建經費祈求上帝，

Hū-jîn-lâng chòe Siōng-tè ê lō͘-ēng

美國跛腳貧婦瑪姬獻上積蓄，感動

前置型

1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附錄一：﹤來臺工作宣教師一覽表(光復前來台者)﹥，470 頁記

廉德烈牧師在台工作期間為 1895-1928，比對《臺灣教會報》的資料更正為 1929。
638

1923 年 1 月 454 卷《臺灣教會報》12 頁底：
「發行所臺南市竹園町二丁目三十八番地 發行印

刷兼編輯人 エ－ビ－ネルソン
－ビ－ネルソン
639

」至 1928 年 2 月。但 3 月換成モントゴメリー。到 4 月換回エ

到 1929 年 12 月止。エ－ビ－ネルソン，廉德烈 A.B. Nielson 的日文發音。

1928 年 3 月 20 頁底、1930 年 1 月《臺灣教會報》20 頁底：「發行所臺南市竹園町二丁目三

十八番地 編輯印刷兼發行人モントゴメリー ，滿雄才 Montgomery 的日文發音。
640

廣告〈南大編輯部員〉﹕高金聲、廖得、蘇育才、梁秀德、楊士養、郭朝成、楊註、劉忠堅、

馬大闢、王守勇。
《臺灣教會公報》
，第 566 卷，1932 年 5 月，頁 33。
641

朱約安譯，《有求必應》IÚ KIÛ PIT EǸG，臺南新樓聚珍堂印，大正六年。
245

有錢人效法。
5

6

＜除毛病教會興＞

年輕傳道禱告，求聖靈感動兩個老

Tû mâu-pēng Kàu-hōe heng

姊妹和好，毛病除去，教會興旺。

＜艱難的日＞

1813 年倫敦的約維廉得上帝幫助夫

Kan-lân ê Jit

妻兩人免於餓死，後來一起去非洲

前置型

22

前置型

26

前置型

30

前置型

33

前置型

35

前置型

40

前置型

43

前置型

46

前置型

49

前置型

51

前置型

54

前置型

57

傳教。
7

＜起女學的代誌＞

1903 年埃及某地興辦女學，師生為

Khí Lú-o̍h ê Tāi-chì

經費禱告，工人準備停工離去時，
錢剛剛好寄到。

8

＜起拜堂的代誌＞
Khí Pài-tn̂g ê Tāi-chì

高麗國的教堂周圍環境不佳，外國
牧師為此禱告。兩年後政府都更，
拆除酒店，開大路，困擾解決，進
出便利。

9

＜人無米，上帝賞賜＞

戴德生承接中國寧波醫館事務，糧

Lâng bô bí, Siōng-tè siúⁿ-sù

食將要用盡，上帝感動富人奉獻，
剛剛好寄到。

10

＜得著都都所求的＞

在美國當牧師多年的 Tek 牧師到倫

Tit-tio̍h tú- tú só͘ kiû- ê

敦開佈道會，祈求信主人數隨時間
增多，果然符合他所求的數目。

11

＜上帝及時幫贊 ＞

有一戶信徒全家生病缺錢。他求告

Siōng-tè kip-sîPang-chān

上帝。突然收到一封信，得到工作
機會，獲得的工資夠付完所有的醫
療費。

12

＜少年人的老爸得救＞

美國少年在佈道會上接受信仰，畏

Siàu-liân lâng ê lāu-pē tit-kiù

懼父親的恐嚇。牧師整夜告，第二
天父親也來聽道，且接受信仰。

13

＜管海湧的主＞

1846 年有艘船遇到大風浪，船主被

Kóan hái-éng ê chú

摔得不醒人事，船身將破。大家聚
集禱告，在最危險的時候，風浪漸
漸平靜 。

14

＜找就堵著＞

中國北京有擾亂和教難，信徒的兩

Chheē chiū Tú-tio̍h

個孩子被擄走，教會聚集禱告，平
安帶回孩子。

15

＜風做上帝的差使＞

1853 年一艘帆船要去中國，船靠近

Hong chòe Siōng-tè ê Chhe-sài

暗礁，卻無風可揚帆。信徒們迫切
求上帝，風就吹來，脫離危險。

16

＜青年愛做牧師＞

年輕人有心做牧師，存錢入學，經

Chheng-liân ài choè Bo̍k-su

費不足時，從不告訴任何人，只向
246

上帝祈求，屢次接到適時的供應，
十年後完成學業回原教會當牧師。
17

＜細仔的祈禱＞

孩子班仔不到七歲就知道要凡事禱

Sòe Kián ê Kî-tó

告、堅定相信。不論是想要玩具、

前置型

61

前置型

64

前置型

69

前置型

73

病得醫治、學業困難，他的禱告都
蒙應允。
18

＜道理大功效＞

美國某油漆工好賭，讓妻兒灰心失

Tō-líê tòa Kong-iōng

望，正想上吊自殺，突然有人出現，
他知道是上帝聽朋友的禱告出面阻
止。他受邀參加佈道會後，洗心革
面，變成一個努力工作、愛家又熱
心的基督徒。

19

＜囝仔盡伊的心＞

1869 年美國殘障女孩杜索美，從小

Gín-ná chīn i ê Sin

立志助人，靠著禱告克服各樣困難
完成辦學、設立殘障教養院的願望。

20

＜戒酒會＞

愛爾蘭牧師禱告上帝，求神指示該

Kài-chiú Hōe

怎樣處理當地嚴重的酗酒風氣。他
成立戒酒會，民風丕變。英國、蘇
格蘭受他影響紛紛成立戒酒會，三
年間有 50 萬人入會。

表 6：
《德育的故事》(卷一)， 1932 年版，目錄、內摘要與類型

陳瑋玲製表 2020.07.30

《德育的故事》(卷一)， 1932 年版，目錄、內摘要與類型
第壹章
1

2

論孩子 Tē it Chiuⁿ Lūn Gín-ná

＜羅貝的勇敢＞

法國小孩遭霸凌，他祈禱原諒同學，後來同學改變

Lô-pòe ê Ióng-kám

歸信基督。

＜畢書的信心＞

英國著名牧師畢書，6、7 歲時父母先後亡故，他無

Pit-su ê Sìn-sim

法上學，他寫信到天堂，求耶穌幫助，信件滯留在

類型

頁

前置

1

前置

2

郵局，有位牧師發現後幫助受完教育。
3

＜戴德生細漢獻身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小時某日心受感動，將自

互主＞Tê Tek-seng

己獻給神。同時間，母親在外地祈禱時聖靈已經告

Sòe- hàn Hiàn Sim

知她。

前置

5

Hō͘ Chú
4

＜瑪麗亞讀聖經趕

父母去教堂禮拜，10 歲女孩瑪麗亞在家留守，讀《聖

賊＞Má-lī Tha̍k

經》趕走盜賊。

Sèng-keng Kóaⁿ
Chha̍t

247

獨立

6

5

＜賀德講誠實＞

美國某學堂有個不聰明的窮學生叫賀德，誠實拒絕

前置

9

Hok-tek Kóng

發錯的獎賞。

前置

11

獨立

12

前置

14

前置

15

獨立

17

周好福要當水手，遇海難，求告上帝脫險。

前置

18

＜裴馬可佮老爸＞

裴馬可牧師小時放學曾遇上大雷雨，極為驚恐，見

前置

21

Phê Má-khó kap

到父親來迎接，即使天候依舊，但不再害怕，彷彿

Lāu-pē

看不見雷雨，父子談笑到家。

＜張孫娘帶囝仔做

張孫娘帶小孩做禮拜，為了安撫孩子，給孩子嗑花

前置

22

禮拜＞ Tiu ⁿ Su-niû

生、玩搖鈴，牧師教導後改進。

前置

24

前置

25

前置

26

Sêng-sit
6

＜清氣真好＞

五歲小孩和弟弟在屋內玩，四圍失火，他抱起弟弟

Chheng-khìChin Hó

閉氣屈身逃出，呼吸到新鮮空氣，方知習以為常的
新鮮空氣真好。

7

＜李誠美講白賊＞

母親外出，李誠美自己偷吃餅乾，欺騙母親說是貓

Lí Sêng-bí kóng Pe̍h

偷吃掉，受良心譴責後認錯。

chha̍t
8

＜杜信祈禱雨傘＞

女孩杜信的母親上街掉傘，杜信跪求上帝幫忙找

Tok-sìn Kî-tó Hō͘

到，次日有人拿傘來問，正是那把傘。

Sòaⁿ
9

＜小約伯祈禱＞

英國兩小孩約伯和約瑟到母祖家，生日將到，約伯

Sòe Iok-pek Kî-tó

大聲向上帝祈禱，希望得到一個上好的皮球，其實
是說給重聽的祖母聽。

10

＜囝仔偎靠主＞

貧窮的女孩，三餐不繼，有天連早餐也沒有，她和

Gín -ná Oá-khò Chú

弟弟妹妹跪在沙灘上祈求上帝賞賜食物，禱告後在
沙裡發現銀錢，換得飯菜全家吃飽飽。女孩長大成
為牧師。

11

＜周好福學水手＞
Chiu Hó͘ -hok O̍h
Chúi-siú

12

13

To̍a Gín-ná chòe
Lé-pài
14

＜死期礙定著＞

法國年輕人聽道，牧師勸他快接受，他以年輕體健

Sí-kîOh Tiāⁿ-tio̍h

死期尚遠推辭，若一兩內會死再來接受也不遲。次
日收蜂巢，忘了戴防護帽，蜜蜂飛入喉嚨就被叮死。

15

＜柏莉毋認老母＞

英國某處大火，母親拚死救女兒柏莉，母親被火灼

Pe̍k-le̍K M̄ Jīn

傷容貌醜陋，柏莉上學後不敢在同學面前認她。

Lāu-bú
16

＜此誰的仔＞

大西洋上有一艘輪船，小孩落海獲救。他的父親以

Chī-chūi ê Kiáⁿ

為是別人的小孩，漠不關心，後來才知是自己的孩
子。此後若有人落海，他都去關心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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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本細漢查某囝

日本警察有兩個女兒非常膽小，祈禱後竟能大膽出

仔提批＞ Jit-pún

門幫父親送信。父親受到影響，變成熱心的信徒。

獨立

28

獨立

29

獨立

29

前置

30

獨立

31

前置

32

前置

33

前置

34

前置

35

前置

37

置中

38

39

Sòe-hàn Cha-bó͘
Gín-ná The̍h Phoe
18

19

20

21

＜太子的真實＞

德國皇帝令太子讀一段法文，讀完皇帝很滿意，太

Thài-chú ê Chin-si̍ t

子誠實告知剛考完那部分，其他的就不會。

＜怎樣洗鏡＞

某太太教小姑娘清潔鏡面的方法，藉此引喻不要遮

Cháiⁿ- ūⁿ Sóe Kiàⁿ

掩罪過，向耶穌認罪就能被洗白如雪。

＜12 歲做領袖＞

馬禮遜先生說，南非有個 12 歲小孩在沙地上教鄰居

Cha̍p-ji Hè Chòe

的孩子寫字，也做村民的傳道，後來村民蓋禮拜堂

Léng-siù

來學習，影響別村仿效。

＜飼牛囝仔的富足

山裡放牛的孩子歡喜唱歌，享受大自然無憂無慮，

＞Chhī Gû Gín-ná ê

告訴國王自己比他富足。

Hù-chiok
22

＜夢見入天堂＞

女孩夢見死後進天堂，一眼認明耶穌，見到主日學

Bāng-kìⁿ Jip

老師，老師為她介紹聖經人物。

Thian-tông
23

24

＜老爸互子問倒＞

易怒的教友禱告後要吃早餐，對早餐不滿怒罵、捶

Lāu-pē Hō͘ Kiáⁿ

桌拒吃，六歲女兒接連問他，所說的話天父有聽見

Mn̄g-t ó

嗎？他被問倒。

＜破病的囝仔責備

父母孩子得病臨死，責怪父母自己不信，又不准他

父母＞Phòa-piⁿ ê

去禮拜。

Gín -ná Chek-pī
Pē-bú
25

26

27

28

＜囝仔得著救＞

倪先生十幾歲時帶表弟去邊玩，漲潮時陷入險境，

Gín-ná Tit-tio̍h kiù

禱告後獲救。

＜囝仔信老父的誠

孩子要求植物學家讓父親拉繩，他才肯繫繩下崖邊

實＞Gín-ná Sìn

採集花卉。植物學家照他的要求，達成任務後，父

Lāu-pē ê Sêng-sit

子倆得到高價賞金。

＜義勇的少年人＞

荷蘭少年用手堵住海邊堤防破口，救百姓免於潰堤

Gi-ióng ê Siàu-liân

之災。

＜悖逆的子偷老爸

年輕浪子回家偷竊，聽到父親為他禱告，心受感動， 前置

＞Pōe-ge̍k ê Kiáⁿ

改邪歸正。

Thau Lāu-pē
29

＜西門揣兄歸主＞

7 歲的西門邀請哥哥查克聽講道，哥哥受感動重生。 前置

Se-būn Chhōa Hiaⁿ
Kui Ch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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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0

＜囝仔受感動＞

佈道家白明佳曾失去信仰，有個小孩不畏人譏跪著

獨立

43

Gín-ná Siū Kám-tōng

大聲禱告，他受到感動，後來獻身傳道變有名的佈

＜我有老爸昧認得

法國小女孩自小失明，母親早死，父親早晚陪伴她。 前置

44

伊＞Goá ū Lāu-pē

7 歲得到醫治，手術後解開紗布，用手摸了爸爸的

Bōe Jīn-tit I

臉，才敢確認。

＜高麗的少年人＞

高麗國少年人犯法被驅逐出國，他不願父親替自己

Ko-lê ê Sìau-liân

受死，回國出面要求自己承擔，法官嘉勉他勇於負

Lâng I

責，赦免其罪。

道家。
31

32

獨立

45

前置

46

前置

47

置中

48

前置

50

前置

52

前置

53

前置

55

前置

56

＜爸為仔死＞

新婚兒子和媳婦烘被子，倒炭火，炭火未完全熄滅， 前置

58

Pē Ūi Kiáⁿ Sí

釀成火災，父親救出兒子，自己燒傷死亡。

第貳章
1

論孝敬父母 Tē-jī Chiu ⁿ.Lūn Hàu-kèng Pē-bú

＜我摁望見老母的

貨船遇難，輪機手生病且船將沉沒。他後悔從前悖

面＞Góa Ǹg-bāng

逆母親，期望再見老母一面，但沒有機會了。

Kìⁿ Lāu-bú ê Bīn
2

3

4

5

＜囝仔救老爸＞

兩個孩子寄住牧師家求學，二年後向父親說明所學

Gín-ná Kiù Lāu-pē

的救恩。父親聽後受感動，靈魂得救。

＜赫德讀老母的信

蘇格蘭牧師蘇國基講的故事。有一個年輕人不願受

＞Hek-tek Tha̍k

父母約束，跑到倫敦當兵，派往印度，不看母親的

Lāu-bú ê Phoe

來信，臨死前才發現母親曾寄回家的經費。

＜安娜愛梅的事＞

美國兩姊妹姓魏，安娜安靜、樸實、顧家，愛梅個

An-ná À i-mûi ê Sū

性躁、不愛做工、愛打扮。張夫人選安娜為媳婦。

＜替爸受刑罰＞

1756 年法國南方基督教受逼迫，費比的父親被抓，

Thòe Pē Siū

他代父受苦，兵丁受其感動，免其死罪，只關 6 年。

Hêng-hoa̍t
6

＜冒險救查某囡仔

王伯烈救火災中的女兒，一邊爬鉛管，一邊禱告，

＞M ō͘-hiám Kiù

最後安全救出女兒。

Cha-bó͘-kiáⁿ
7

8

＜仔哭老母受打＞

釘棺木時孤兒哭求讓他再見母親一面，結果挨了一

Kiáⁿ khàu Lāu-bú Siū

頓打，孩子憤恨地說將來要殺死那人。孩子長大變

Phah

成律師，孩子以德報怨為當年打他的人辯護。

＜主替寡婦照顧囝

寡婦做工遇到風雨不得歸，孩子獨自在家中，寡母

仔＞Chú Thòe

禱告求主幫助。孩子夢見母親將他抱在胸前，安然

Kóaⁿ-hū Chiàu-kò͘

入睡，次日母子相見十分平安。

Gín-ná
9

第參章
1

論傳道 Tē-saⁿ chiuⁿ.Lūn Thoân-tō

＜要傳道先作田＞

非洲是著名的傳道師英國人裴金暾，他從小立志要

Beh Thoân-tō

到遠方傳福音，長大後被送到愛爾蘭作田好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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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

60

2

3

Tāi-seng Choh-chhân

後來才被派到烏干達。

＜馬拖昧震動 ＞

牧師夢見馬車上山拉不動，因為長老和執事坐在車

Bé Thoa Bōe

上。他知道神在指點他堂會發展的阻礙。勸和兩人

Tín-tāng

後，堂會進步。

＜收包袱＞

婦人聽牧師講道很受感動，送他一個包袱，牧師未

Siu Pau-ho̍k

拆開。牧師探訪果農，竊賊採光水果。牧師打開包

獨立

61

前置

62

置中

64

前置

65

前置

66

前置

69

前置

70

獨立

72

獨立

73

獨立

75

前置

76

袱看，正和賣果子的錢相當，解了果農之困。
4

＜羊認識伊的牧者

羊不會認錯人，分辨得出自己的主人。有人裝扮成

＞Iûⁿ Jin-tit Bo̍k-chiá

牧羊人出同樣的呼喚聲測試，羊抬頭看一下，照樣
不動。只有生病的羊，心神不定時才會認錯主人。

5

6

＜牧者認識伊的羊

牧人的羊被偷走，有天從別的羊群中認出來，就請

＞Bo̍k-chiá Jin-ti Iûⁿ

公證人來作證，驗出羊的烙印。

＜燒死伊＞

張木匠和劉鐵匠都是教友、同鄉，原為好友卻因小

Sio-SíI

事起衝突，兩家的孩子也學大人不相往來。牧師以
《聖經》教訓幫助兩人化敵為友。

7

＜牧者為羊放撒生

美國西北牧者納爾遜大風雪時照顧羊群，保全了全

命＞Bo̍k-chiá Ūi Iûⁿ

羊群自己不幸凍死。

Pàng-sak Sìⁿ-miā
8

＜無講就明白＞

教會分兩派，某次請有名的牧者來講道，第一次牧

M̄ bián kóng Chiū

者問知道題目嗎？會眾答不知。牧者說不知就不

Bêng-pe̍k

講。次日又問，會眾答知道，牧者說已知就不用講。
第三次，一半說知，一半說不知，牧者說知道的告
訴不知道的。大家省悟，彼此認罪和睦合一。

9

＜無口才的牧師＞

英國某牧師沒有口才，朋友勸他改行。他用小孩刻

Bô Khau chiâ ê Khàu

木船為喻，小孩即使不小心割傷手，睡著了仍然捏

-su

著木料不放。父親見狀，悄悄幫他完成後面的工序。
他認為神會完全他的話。

10

11

＜毋信黨反改變＞

美國靈恩派柯先生，有一人挑戰他，若能讓一人在

Bô Sîn Tóng

二十四小時內信主，他也要信。柯先生請他帶人來，

Hoán-hóe Kóe-pìn

他遲疑不敢帶人來。牧師為他禱告，他反悔信主。

＜出名的牧師反悔

蘇蓋林牧師的哥哥在學校信主，寫信告訴他信主的

改變的根由＞

快樂。他起先大惑不解，接受後快樂無比，後來他

Chhut-miâ ê Bo̍k-su

到中國傳道。

Hoán-hóe Koán-hóe
kóe-pìⁿ ê Kun-iû
12

＜真牧師＞

賽略牧師探訪窮寡婦，傾囊相助，他沒錢搭車，一

Chin Bo̍k-su

路步行一路禱告，到了車站遇到老友，老友說他被
神感動要給他一英鎊。他聽完老友的話才說出探訪
251

寡婦的事。
13

＜日子久遠所得的

1913 年美國柴博文牧師在蘇格蘭列登傳道，他遇到

效驗＞Jit ChìKú

1875 年 11 月 18 日那天聽他講道的人，他後來信主，

Tńg Só͘ Tit-tio̍h ê

孩子也都跟著信，有的已獻身到國外當宣教士。

前置

77

獨立

78

80

Hāu-giān
14

15

＜九十歲的婦人歸

女宣教士到鄉村傳道，九十歲的中國婦人歸信，家

主＞Káu-cha̍p Hè ê

人也信，在當地開了傳道的門。她十分喜樂，口中

Hū-jîn-lâng Kui Chú

常常念著「上帝愛我」
。

＜種籽早晚的確收

一個士兵拿到牧師發送的《聖經》，準備用來捲菸。 前置

成＞Chéng-chí

幾年後那兵戰死，牧師前去安慰他的父母， 從父母

chá-òaⁿ Tek-khak

口中得知，他後來因那本《聖經》信主。

Siu-sêng
16

17

18

＜兄弟相愛相親＞

英國卜約翰牧師 1772 年受邀到倫敦牧會，會友不捨

Hiaⁿ-ti Saⁿ Thiàⁿ Saⁿ

淚流滿面，師母不忍，後來牧師卸下行李不去了，

Chhin

眾人皆歡喜

＜木匠榮耀主＞

木匠受欺負，禱告求主幫助，他告訴欺人者，他不

Ba̍K-Chhiū En̂g-kng

再忍耐，只要他們罵他，他就開口傳福音。不久敵

Chú

對者都信主。

＜剪票的毋驚罵＞

紐約車站負責剪票的人不論甚麼理由，不管何人求

ChiánPhiò ê Bô Kiaⁿ

情都不肯放行，就算罵他還是只認票根。

獨立

81

獨立

82

前置

83

M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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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雜錄》 ，1915 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642

目次

篇名

內容摘要

證道

頁

故事類型
1

＜禮拜日做工會

(本篇從新聞翻譯)

蝕本＞

英美兩國信耶穌的人多，ˊ禮拜天政府機關和

Lé-pài-ji̍ t chòe

公司行號都休息，大家去做禮拜。某菜園主人

kang oē Shih-pún

請長工任老禮拜天早上做工，主人願意加工資

獨立型

1

獨立型

3

給。他雖在地上無產業，但相信耶穌所說的話，
祂去是為人們預備地方。他時時記住這句話，
去教堂是為了專注預備心承受產業，也像《天
路歷程》的歇腳。他以會蝕本推辭，因為禮拜
天去做工恐怕會失落這樣的福份。
2

642

＜禮拜日歇工，也

美國火車未開通時靠馬車隊運輸，六匹馬拉一

《新聞雜錄》SIN-BÛN Ê CHA̍P-LIO̍K，閩南聖教書局出版，1915 年。
252

會做精牲的利益

部車。綽號叫壞鬼譚的車夫嘴壞粗魯，不怕上

＞

帝、不怕人，也不怕魔鬼。不刮鬍子所以人也

Lé-pài-ji̍ t Hioh

叫他姓鬍的。有個禮拜日壞鬼譚生病，隊友先

kang ia̍h oē chòe

啟程。他星期一啟程，在週三晚上就趕上隊友。

Cheng-siⁿ ê Lī-ek

他刻意測試一次，發現同樣的效果。從此禮拜
天都休息。五年下來，沒有一匹馬生病死亡，
也用不到備用馬，他就把馬賣掉。後來火車開
通，他轉行利用水車動力開鋸木廠，照舊周日
不開工。

有天當地教會的體面人急需木料要

建造倉房，他堅持不願在周日開工，體面人惡
言相向憤怒而去，揚言要阻斷他的生意。壞鬼
譚去找那人，聽見他們全家和工人在客廳聚集
讀經禱告，體面人說出自己的不敬虔，對壞鬼
譚的無禮，流淚認罪。壞鬼譚本來準備等他讀
經禱告後，要在他的妻小工人面前揭穿他的假
敬虔，在外聽完後彼此言和，壞鬼譚因此進了
教會做信徒。
3

＜婦任人替丈夫

英國某處婦人的丈夫做粗工，婦人信主後被丈

祈禱＞

夫逼迫，有時寒天將她趕出戶外。她守口如瓶，

Hū-jîn -lâng thòe

唯獨向上帝禱告，連續一年每天一小時為丈夫

Tiōng-hu kî-to

禱告，一年過去丈夫依然故我。她不灰心再禱

獨立型

13

前置型

15

獨立型

18

告半年，日子滿了她想上帝可能不應允，當天
丈夫回來直接上樓關起房門，不像平日先吃
喝，她在門外聽到丈夫禱告的聲音，心中喜悅。
丈夫禱告完就出去工作沒有吃喝，晚上回來跟
她說《聖經》的話感動他，也悔悟惡待妻子求
赦罪。婦人原諒丈夫，丈夫信耶穌，有真實的
信徒好行為。
4

＜查某囝替老爸

美國某鄉村五十年前有聖靈降臨，很多人重生

祈禱＞

信主。有個九歲小女孩尤里亞深信道理，耶穌

Cha-bó kiáⁿ thòe

說過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不要阻止他們。尤里

Lāu-pē kî-tó

亞的父親很兇惡，大人都認為他很難被感化信
福音。尤里亞迫切為父親禱告，其他人也來幫
忙。她屢次邀請父親來禮拜，父親憤怒拒絕，
她依然繼續去禮拜。某天父親突然出現坐在

5

＜砧鞋的做王的

德國一個砧鞋的人老又窮，面帶笑容平安快

子＞

樂，夏天炎熱時坐在門口樹下砧鞋，有時停下

Tiam-oē ê chòe

手上的工作吟一兩句詩，然後再繼續做工。有
253

Óng ê Kiáⁿ

個猶太年輕人經過看他的模樣，問他是否沒有
家眷所以無掛慮？他答以有一個妻子七個兒
女，他雖貧窮卻是一個王子。猶太年輕人不信
他所說的就走開。過了一周，又經過砧鞋的人
那裏，砧鞋的人向他說明新舊約彌賽亞的預言
和應驗，他做了萬王之王的兒女豈不是王子
嗎？所以有這等平安快樂。猶太年輕人明白耶
穌即是彌賽亞，以後一生向同族人傳這個信息。

6

＜人打死豺狼＞

一百多年前美國東北方有一個大膽的年輕人叫

Lâng phah sí

布倫，自已有田舍羊群牲畜。鄰居的羊群經常

Chhâi-lông

夜間被狼所咬，他們追蹤狼的巢穴。巢穴在狹

非

23

前置型

26

前置型

31

窄的石縫中，布倫請別人用繩索綁縛，他隻身
深入狼穴，槍殺野狼。他後來做武官，起初微
小後來高陞，後來告老還鄉。他的墓誌銘寫著﹕
「別人若敢跟在後，他就敢做頭前。」
7

＜婦任人佮後生

有一家是作穡人，親人來家中工作，婦人用雪

互豺狼入＞

車載親人去縣城搭火車。辭別後，婦人和兩個

Hū-jîn -lâng kap

兒子去朋友家作客，朋友的狗叫布洛。當晚雖

Hāu-siⁿ hō͘

然下雪但有月光，視線很好，婦人便帶著兩個

Chhâi-lông jip

兒子回去。大兒子 16 歲當車掌在前面拉馬韁，
行路中彷彿見到布洛遠遠跟隨，不久就發現是
狼，十分驚駭。母子同心用雪球、車板、鐵枝
抵擋豺狼或左或右緊追，直到進了村落，豺狼
才咆哮而去。驚魂未定的母子感謝上帝讓他們
脫離豺狼。朋友晨起看見狼的腳印，猜想婦人
可能慘遭狼噬，招聚眾人帶槍追查，沿路沒有
見到血、肉、骨、衣服覺得奇怪，進到婦人家，
見他們平安，接著去追殺豺狼，剝了皮給孩子
到衙門領賞，得到十塊錢。
《聖經》說當防備魔
鬼，因為魔鬼如豺狼，隨時找機會吞吃人。

8

＜奴僕互豺狼咬

俄羅斯某大佬有急事要帶著妻兒在冬夜遠行，

死來就救主人＞

他吩咐奴僕以利趕馬車立即出發。他們經過客

Lô͘-po̍h hō͘

棧時，客棧主人勸他們天亮再走，因為附近樹

Chhâi-lông

林有狼群環伺，曾在夜間包圍客棧。大佬因奴

kā-sí,lâi kiu Chú

僕忠勇又有槍，決定多走一段路。他們換好快

-lâng

馬後出發，經過樹林果然遇到狼群追趕，即使
犧牲兩匹馬還是無法滿足飢餓的狼，無計可施
時，以利跳下車拿槍射擊狼群，最後後捨身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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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才救了主人一家。主人感念以利的捨命，
在那地點立石碑，紀念以利的忠勇。
《約翰福音》
15 章 13 節﹕「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
比這個大的。」﹔《羅馬書》12 章 1、2 節耶
穌為敗壞的人捨生命，應當獻上自己為活祭報
答主恩。
9

＜上帝有聽人祈

11 歲女孩去祖父母家問安，獨自搭火車回家，

禱﹐抑無？＞

經過溪橋上，火車差點翻覆落水，旅客驚慌失

Siōng-tè ū thiaⁿ

措，女孩禱告求上帝保護她。火車經過妥善處

Lâng kî-tó, á bô？

理後脫險，女孩見到等候的父親，彼此談論起

獨立型

39

獨立型

43

非

44

獨立型

46

遇險的事。父親不信上帝，問女兒如何知道是
上帝聽她所求呢？她說起她曾跟父親到樹林
中，經過窄窄的獨木橋，深恐掉下去，父親伸
手牽她，她立刻感到平安，因深知父親必定照
顧她。當她向上帝禱告完，立刻心中有平安，
因此相信自己已經蒙上帝照顧，必能脫險。父
親聽後心受感動流下眼淚，到家後跟女兒說，
請上帝牽起我們的手走一生的路。
10

＜基督的疼愛感

蘇格蘭貧窮的洗衣婦臥病在床，她無親人只依

動人＞

靠房租過活，每月收到房租後就將錢分一半存

Ki-tok ê

起來，用一半生活。朋友來探望她，她請託那

Thiàⁿ-thàng

人將積存一半的錢交給中國的婦女宣教單位。

kám-kek Lán

朋友問她會不會太多，平日可夠用。她說有時
到月底就沒錢買炭火和茶葉，但不要緊﹔耶穌
為她捨了所有，只給祂一半豈不是太少嗎？

11

＜淡致佮誇口堵

淡致和誇口結伴走，到森林時淡致看見野獸腳

著熊＞

印，誇口說兩人互相照顧不要怕。忽然熊現蹤，

Tám-tì kap

誇口身手矯健爬上樹，淡致不如他矯健，來不

Khoa-kháu tú-tioh

急躲藏，趴著裝死。熊在他身上耳邊嗅一嗅，

Hî

好像在對他說話。熊以為他真的死了就離開，
誇口從樹上下來面有愧色，故作輕鬆地問淡致
熊跟你說甚麼？淡致說熊告訴他自誇大膽的不
是真大膽，又說不要跟誇口的人做朋友。

12

尤日妮

歐洲某國王的小妹尤日妮身體弱，按照醫囑到

＜Iú ji-nî＞

某海島調養，在那裏看見許多生病的人。她想
蓋療養院收容病患，需要大筆資金，她禱告上
帝後寫信給國王，請求國王准許賣掉屬於她的
255

祖傳首飾，用那些錢蓋療養院。國王原先不捨
得，但是看到信中所言當思想耶穌愛人就應答
了。醫院蓋好，尤日妮每天巡視病人，為他們
禱告，勸他們信耶穌。有個老婦人臨終前與她
親吻道別，流著淚感謝她將福音傳給她，說完
就斷氣。早晨的光照在尤日妮手上，淚滴閃亮
如寶石。世上的金銀寶石價值遠不如永恆的靈
魂。
13

＜我褪腹體，人互

美國冬天很冷，有一個兵丁要整夜巡更，遇到

我穿＞

一個人騎馬回家，那天霜雪很大，那人看兵凍

Góa Thng-pak

得發抖，就脫外套給他穿。第二天聽說那個兵

theh ,Lán hō͘ Góa

凍死。不久那人病重，夢見耶穌穿著送兵丁的

chheng

那件衣服，耶穌告訴他，你給那兵丁穿就是給

獨立型

48

獨立型

49

獨立型

50

前置型

54

我穿。(《馬太福音》第 25 章 35-40 節)
14

＜囝仔誠實祈禱

小女孩生重病，痊癒後和母親外出散步，回程

＞

時告訴母親昨晚禱告的事。雖然之前也禱告，

Gín-ná Sêng-sit

但昨晚睡不著，想起自己曾犯許多錯，是個壞

kî-tó

孩子，開始數算自己的過犯，竟屬不清，如果
上帝在她生病期間召她去，她恐怕上不了天
堂。她想起耶穌為洗清世人的罪而來，就下床
跪地禱告，請求赦免她一切的罪，禱告完就平
安，一下就睡著，不怕上帝了。

15

＜十分一＞

文明城有個拜上帝的人名叫譬猶，他每年獲利

Cha̍p -hūn Chit

一萬銀卻十分吝嗇。有天牧師以十分之一奉獻
為講題，他不愛聽，心想只奉獻一角就夠，不
一會兒半夢半醒打起瞌睡，夢見似人非人的形
體跟著他，那人說將取走他的十分之九福份。
譬猶立刻虛弱無力，步行艱難，連舉手敲門都
困難，一霎時驚醒，已過了二十分鐘，正好收
奉獻的經過，他就抽出一千銀票獻上，此後每
年都如此，連別樣的事情他也願意奉獻。

16

＜致意救人的譬

有個姊妹生重病，身體較好後夢見進天堂，天

喻＞

堂的人都戴著有星星的冕鎏，有的一顆，有的

Ti-ìkiù Lâng ê

很多。她一到就有天使為她戴上冕鎏，但是沒

phì-jū

有星星，因為她在世上只顧自己，沒有領人得
救。冕鎏上很多星星的人在世上是貧窮孤寡的
人，卻熱心幫助人，帶人認識上帝，許多人感
謝她(《馬太福音》25 章 34-36 節)。這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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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後，從此熱心愛上帝，帶領人歸信。看(《但
以理書》12 章 3 節)
17

＜囝仔獻身軀做

在倫敦城有個女孩匆忙過街跌倒，敘述者將她

活的祭＞

牽起，為她擦臉，問起她匆忙過街的事由。女

Gín-ná hiàn

孩父親幾年前死了，因為沒鞋子穿沒有上學，

Seng-khu chòe

母親身體欠安，她代替母親去幫助一位瞎眼又

oa̍h ê Chè

貧窮的老婦人，替她洗臉打掃鋪床，老婦人說

前置型

57

前置型

65

獨立型

72

女還是耶穌差來的小天使。老婦人沒有早餐
吃，教孩子去街上走走，她要祈禱求上帝賜她
食物，孩子聽話照做。孩子遇到一個婦人叫她
買酒，要給她 2 塊錢，但她內心中掙扎因為信
仰而禁酒，但是為了給老婦人早餐只好接受
了。她快跑過街道要去對面買食物所以跌倒，
敘述者見狀憐憫施恩，請店主給她四倍的麵
包、牛油、木柴和炭火，女孩說伯叔是娜姑婆
的天使。伯叔也去娜姑婆家探望，見女孩衣服
破爛，但她說自己身體完好都沒有傷。伯叔讀
《聖經》給他們聽，一起禱告，給娜姑婆一些
錢生活，他日會再來訪。
女孩因幾個月前真正認識神，牧師給她一首
詩，她歡喜到連夢中都在吟詩。詩的意思是獻
上身體做活祭，她貧窮沒有錢，但獻上自己照
顧信主的婦人，心中歡喜平安。
《雅各書》1 章
22 節﹐不只聽道也行道。
18

＜論魔鬼迷惑人

醫師夫婦到了禮拜天各自以平日病人多、家務

的事＞

煩忙疲倦想休息，兩人都不去教會，就在躺椅

Lūn Mô͘ -kúi bê

上看聖經，過一會眼睛澀睡著了。醫師娘夢見

-hek Lâng ê Sū

鬼王問鬼群是甚麼方法阻止人去禮拜、認識上
帝。每個鬼都有一計策，都是讓人因為小事而
不願出門，醫師娘睡醒後明白不可讓魔鬼稱
心，從此不管甚麼情形都會去禮拜，而且大發
熱心。這是一個譬喻(寓言)，文末列有關於魔鬼
所記載的聖經經文。

19

＜孩子會喬光＞

10 歲女孩罔飼家裡貧窮，她去幫傭刷鍋子。罔

Gín-ná ōe chhiō

飼十分盡心刷鍋子，常唱著詩歌意思是世界黑

kng

暗，每個人在自己的角落盡本份為主發光。負
責烹飪的碧姑受她影響用心煎牛肉，珠娟讚美
牛肉香，碧姑提起罔飼的事。珠娟學罔飼用心
257

做事，她為吳姑娘燙衣服，吳姑娘說燙得整齊
美觀，珠娟提起罔飼的事。吳姑娘帶朋友去祈
禱會要在自己這一方發光，牧師說幸好你們來
能為唱詩起音。吳姑娘回家後為母親繡鞋子，
母親很歡喜，吳姑娘提起罔飼
20

＜家己囥伊的毋

讀女學二年級的小女孩玉阿，父母敬虔信主的

對昧得著福氣＞

人。每周六媽媽會給孩子們零用錢，吩咐他們

Ka-kī khng i ê m̄

謹慎使用，但玉阿一拿到錢很快就花完。六年

tio̍h bōe tit-tio̍h

級班的唐先生要調職，同學提議集資買禮物送

Hoh-khì

老師，玉阿沒錢回家跟媽媽要，被媽媽拒絕。

前置型

75

獨立型

85

後置型

91

玉阿怕面子掛不住，趁家人不注意偷了桌上的
錢，但想起上帝的教訓，就把錢丟在灶頂。祖
母詢問玉阿是否拿錢？她否認，睡覺前心中不
安，想著聖經上的話說謊的要被丟在天城外，
害怕萬一在睡著的時死了下地獄。她一直無法
入眠，家人以為她生病了，熬不住內心的痛苦，
她向父母親、祖母認罪。家人原諒她，但是也
給她懲罰，母親不給她添新衣，父親也不再有
買她喜愛的孩童月報，原本可以收集完整的刊
物缺了兩期，她將月報仔細收藏，長大後每次
看到不完整的收藏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為自己
的罪憂，為上帝當時的教訓感恩。文末詩篇 32
篇 1、2 節﹔箴言 28 章 13 節。
21

＜𠢕的婦任人感

美國開的碼頭有一個敬拜上帝的做穡人，他請

激(動)丈夫＞

很多人開墾園地，妻子備妥飯就會吹號請他們

Gâu ê Hū-jîn -lâng

回來吃。丈夫平日有讀經禱告的習慣，但忙於

kám-kek Tiōng-hu

工作不去做禮拜。妻子勸告他不要太看重錢
財，卻故不得服事上帝，他不聽。妻子想出一
個辦法，有天故意不備餐，所有的工人餓得受
不了回來要吃飯，丈夫發現沒有預備，問妻子
為何如此？妻子說我看你們很忙，應該是沒空
吃飯。丈夫說沒吃飯怎能活？妻子就說，肉身
沒吃飯不能活，靈魂沒吃飯也不能活﹔肉身要
吃飯，靈魂也要吃飯，丈夫自此改變。

22

＜阿禮敢所夢見

《路加福音》18 章 9 節。回教徒阿禮敢是個

＞

體面人，平日禁食祈禱服事上帝、賙濟窮人，

À -li-kán

但所做是為了給人看。有天他做了惡夢去找伯

Só͘ Bāng-kìⁿ

父蘇禮馬解夢。阿禮敢夢見自己死了，有一座
258

天秤用來衡量一生的事情，傾向壞的下地獄，
傾向好的上天堂。衡量的結果他的惡言、惡念
很沉重，不為上帝做的好行為輕如鴻毛，魔鬼
要拖他去地獄，驚嚇醒來。蘇禮馬用《馬太福
音》12 章 36、37 節和 15 章 19、20 節告訴他
罪的污穢與末日的審判，但耶穌的一滴血滴在
天平的一端就足夠沉重壓過壞的一端。阿禮敢
從對話中知道蘇禮馬已經信了耶穌。
23

＜金含鈴佮石榴

婦人將《出埃及記》39 章 26 節掛在門楣上，

＞

平日她也做禮拜知道道理，在教會聽到這段話

Kim Ham-lêng

的講道，信耶穌的人就是舊約時代的祭司，祭

kap Sia̍h-liû

司的禮服下襬用金鈴、銀石榴裝飾，就是指要

置中型

94

獨立型

107

有好言語和好的行為，名符其實，結出信仰的
果實。她面對鄰居壞小孩孩的哭泣、兒女陸續
失業、養的雞被鄰居用石頭打死各種不如意的
事，就改換從前的態度，關心沒有來教會的信
徒，用溫柔恩慈的態度了解孩子的情況，幫忙
照顧鄰居受重傷的丈夫，那家人正是打死她的
雞的那一戶。她不只有溫良的好言語，也有仁
慈的好行為。她的親子關係變更好，孩子再被
老闆聘僱，受助的鄰居和她一起做禮拜，兩家
的孩子做好朋友。
文末《出埃及記》19 章 5、6 節﹔《以賽亞書》
61 章 6 節﹔《啟示錄》1 章 6 節、5 章 10 節、
20 章 6 節﹔《彼得前書》2 章 5、6 節。
24

＜得穿耶穌的義

英國有個洗衣業者請很多童工，每月孩童所得

＞

很少。老闆準備白衣給他們上工時穿，下工就

Tio̍h chhēng Ia-so͘

換回原來的衣服。有一個富人經過那裏看他們

ê Gī

衣衫襤褸、身體清瘦很可憐，就邀請他們星期
四晚上到他家吃飯，但要求他們要乾淨整潔。
到了星期四童工們跟老闆借白衣，帶著肥皂拼
命洗去汙垢，歡喜赴宴，不料下了西北雨，污
漬濺滿衣服。富人見他們的模樣，不讓他們進
去。他們就去清洗污漬，但愈洗愈髒，還帶著
水滴。富人還是說不行，孩子就用白灰遮抹污
垢，富人說紙包不住火。孩子們灰心失望打算
回家去，富人這時拿出一大堆衣褲給他們換
上，要他們換好後一起趁熱享用雞鴨魚肉，然
259

後告訴他們不是故意捉弄他們，是要教他們進
天堂享受上帝筵席的道理，人不能靠自己洗清
罪污，只有換上上帝稱為義的白衣才能進去坐
席。

表 8﹕《天路指南》(下卷) ，1921 年目錄、摘要與類型

陳瑋玲 製表 2020.08.29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Thian-lō͘ Chí-lâm Tùi sí ji̍ p o̍ah (下卷) Hā-kòan
1921 年目錄摘要
目錄

篇名

摘要

1

＜放蕩子提遺書

浪子回頭故事，描寫富家子弟墮落離

改變＞

家，某日回家偷竊，發現父親的遺

Hòng-tōng Kiáⁿ

書，知道父親依然深愛他，內心深受

The̍h Uî-su

感動，立刻向父親認錯，父親大歡

Kóe-pìⁿ

喜，為此宴請親友賓客。兒子悔悟後

證道
故事類型

文類

頁

前置型

129

前置型

131

前置型

134

前置型

136

料理家務精明能幹，後世子孫也經常
提起這件事。
2

＜替朋友死＞

需要扶養一家子的貧窮男子被徵召

Thòe Pêng-iú Sí

出戰，全家憂苦不堪。送行的好友見
狀，代替他入伍，戰死沙場。

3

＜危急的時得著

一陣大風吹來將船隻推向湍流處，看

救＞

船人大聲呼救，狀況十分危急，岸上

Gûi-kip ê Sî

的人拋給他救生索，他抓住後獲救。

Tit-tioh Kìu

故事意指基督賜給人的救恩，人要及
時把握，因為不知道死期何時來到

4

＜替當抽兵＞

父母摯愛的富家獨子接到徵召令，父

Thòe Tng

母出重金找人代替，無人願意。送別

Thiu-peng

時刻，同養的族弟感激長輩的撫育之
恩，代替族兄上戰場。

5

＜聖經應世間人

說明文

的問題＞

139

&

Sèng-keng Ìn

問答體

Sè-kan Lâng ê
Mn̄g-tôe
6

＜抹寶血抑沒＞

以色列人過第一個逾越節時，上帝命

Boah Pó Huih Á

令以羊血為記號，可免除滅長子之

Bē

災。女童在乎上帝的命令，警覺性
高，在滅命天使來以前的片刻，及時
260

置中型

145

發現僕人的疏忽忘記在門楣和門框
抹上羊血，父親立即補上，她救了自
己一命。
7

＜世間人得怎樣

論說文

147

行迦通得著救＞
Sè-kan Lâng Tio̍h
Cháiⁿ-iúⁿ Kiâⁿ
Chiah Thang
Tit-tio̍h kiù
8

＜換營＞

寫酗酒軍人歸信基督離棄惡習的歷

Oāⁿ Iâⁿ

程，從酒館換營到教堂。

前置型

158

置中型

160

屬於天人之間的浪子回頭故事。
9

＜兄的功勞贖小

有一羅馬人功在國家，因戰傷殘，他

弟的罪＞

的小弟犯罪當罰，兄長請求將功折罪

Hiaⁿ ê Kong-lô

免除弟弟的刑責，就像耶穌被釘死在

Sio̍k Sió-tī ê Chōe

十字架上的功勞，抵銷人類的罪與
罰。

10

＜無根柢的改良

論說文

168

論說文

168

論說文

168

＞Bô Kun-tóe ê
Kái-liông
11

＜出力相爭永活
＞Chhut-la̍t
Saⁿ-chiⁿ Eńg-oa̍h

12

＜債還清心永遠
平安＞
Chè Hêng Chhing
Sim Eńg-oán
Pêng-an

13

＜改正遺書＞

有多年信仰的老翁寫遺書，末尾寫著

Kóe Chiàⁿ Ûi-su

「盼望」死後被上帝接回天家。遺書

前置型

170

見證人向他講明上帝的應許後，老翁
更正為「深信」必定會被上帝接回到
天家。
14

＜主替我死＞

詩

173

論說文

173

問答體

175

Chú Thòe Góa Sí
15

＜耶穌的尊格＞
Iâ-so͘ ê Chu-keh

16

＜那水遐深，那
261

雪遐白＞

&

Ná Chúi Hiah

論說文

Chheng, Ná Seh
Hiah Pe̍h
17

＜得著救有明的

論說文

176

證據＞
Tit-tio̍h Kiù ū
Bêng ê Chèng-kìⁿ
18

＜馬丁路德佮撒

德國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夢見撒

旦辯論罪惡＞

旦拿卷宗給他看，上面記錄他曾經犯

Má-teng Lō͘-tek

過的錯，魔鬼要他一一確認，馬丁路

kap Sat tàn Piān

德坦承不諱，魔鬼指控他犯那麼多的

lūn Chōe-ok

錯有何面目見上帝？有什麼臉為上

前置型

178

帝工作？馬丁路德拿紅墨揮毫在卷
宗上橫批﹕「上帝的仔耶穌基督的血
洗清我一切的罪。」
19

＜克留巴托列的

說明文

179

紀念碑＞
Khek-liû-pa-thoat
-lia̍p ê kì-liām Pi
20

21

＜醉漢的救藥＞

醉漢不負責任，家庭悲慘破碎陷入絕

Chu̍i-hàn ê

望，無藥可救。後來歸信基督，戒酒

kiu̍-ioh

重生。

＜南北美洲戰場

美國南北戰爭時牧師到戰場上探

的行蹟(點名)＞

望，凡是見到瀕死的人就低頭在他們

Lâm-pak Bí-chiu

耳邊叮嚀當倚靠耶穌的血洗清罪，靈

Chiàn-tīn ê

魂就能經黑暗入光明，享受天堂永遠

Sêng-chek(TIÁ M

的快樂。牧師見到一個臉色蒼白的士

-MÎA)

兵，以為他已經死了，過一會有動

前置型

181

前置型

182

靜，牧師照例對他說話，他請牧師不
要出聲，因為他看見空中有好多交戰
的士兵排隊，天使正按生命冊點名，
他正專注聽，等著天使叫他的名字。
過一會，他歡歡喜喜大聲答﹕「在」
就斷氣了。
22

＜四粒明珠＞

論說文

184

論說文

187

Sì Lia̍p Bêng-chu
23

＜歷史佮深信的
262

分別＞
Le̍k-sú kap
Chhim-sìn ê
Hun-piat
24

＜求道理離開家

美國某富裕家庭天天奢華宴樂，家中

的效果＞

只有一個女兒。某日女兒被基督的道

Kiû Tō-lí Lī-khui

理感動，回家告訴父母，父母非常生

ke ê Hāu-kó

氣，要她在繼承遺產和信仰中間做抉

前置型

188

前置型

190

擇。她低頭禱告後，彈琴唱詩歌，決
定選擇信仰。父母將她趕出家門，她
依然堅信不移。後來，父母也受到感
動歸信，接她回家團圓。
25

＜債項還清＞

一個生意人問掌櫃某處的債務是否

Chè-hāng

還清，掌櫃將結清債務的收據交給主

Hêng-chheng

人，生意人確認後收起來。意指耶穌
受死、復活是憑據，代表人類的罪在
上帝面前已經被結清，信祂的人不用
再被追討罪債。

26

＜人多是驚死＞

說明文

191

＜人人驚死＞

說明文

195

Lâng Lâng Kiaⁿ

&

Lâng Tō͘-sī Kiaⁿ
Sí
27

28

Sí

論說文

＜小心分別＞

論說文

199

論說文

199

論說文

200

論說文

200

論說文

200

Sòe-jī Hūn-piat
29

＜入水內找珍珠
＞Jip chúi-lāi
chhē chin-chu

30

＜試煉不是棄撒
＞Chhì-liān m̄-sī
khì-sak

31

＜平安的厝邸抵
頂面＞Pêng-an ê
Chhù-the̍h tī
téng-bīn

32

＜咱堅固的所在
＞Lán kian-kò͘ ê
263

só͘ -chāi
33

＜互眾人滅無＞

論說文

200

Hō͘ chèng-lâng
bia̍t-bô
34

＜讀天路指南的

寫文字傳道的效果，閱讀、朗讀好書

效果＞

能使人快樂，改變人生。英國倫敦有

Tha̍h Thian-lō͘

一臥病在床的老人，讀到傳道者贈送

chí-lân ê Hāu-kó͘

的《天路指南》＜人人驚死＞Lâng

前置型

204

Lâng Kiaⁿ Sí 這篇文章，大受感動，心
中快樂。等春天來臨，他到公園讀《天
路指南》給眾人聽，有多人受到相同
的感動。
作者說明，讀對靈魂有益處的書給別
人聽也是為上帝工作的方式之一﹔
並提出從嬰孩入手的朗讀傳道法。
35

＜決定＞

說明文

205

論說文

206

論說文

207

說明文

208

Koat-tiāⁿ
36

＜問題＞
Mn̄g-tôe

37

＜路尾擺三個鐘
＞Lō͘-bé Pái Saⁿ-ē
Cheng

38

＜忠告＞
Thong-kò

表 9﹕證道故事類型統計

陳瑋玲製表 2020.08.24
證道故事類型統計

出處

前置型

獨立型

後置型

置中型

11

3

1

2

《十個故事》

8

1

0

1

《有求必應》

19

0

0

1

《德育的故事》(卷一)

40

16

0

3

《新聞的雜錄》

7

13

1

1

《訓蒙淺說》

2

0

0

0

《訓蒙淺說》(第二本）

2

4

0

1

《幼稚課本》(第一本)

0

2

0

0

《繪圖字母》

0

0

0

0

晚清證道故事

264

《養心喻言》

3

0

0

0

《益智錄》
（卷二)

4

3

0

0

《東方的故事》

40

0

0

0

《女界名人》

5

1

1

0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

11

0

0

2

合計

153

41

3

12

表 10﹕《訓蒙淺說》三種版本目錄與摘要

陳瑋玲製表 2020.05.02

《訓蒙淺說》三種版本目錄與摘要
《訓蒙淺說》Hùn bông chhián

《訓蒙淺說》Hùn bông chhián

《訓蒙淺說第二本》Hùn bông

soat，1903 年，作者不詳，鼓

soat，年代不詳，作者不詳，

chhián soat tē jī pún，1911 年，

浪嶼萃經堂印，44 頁，30 課， 綠皮線裝版，38 頁，30 課，

作者不詳，閩南聖教書局，83

有插圖。

無插圖 。

頁，30 課，有插圖。

缺頁

1.＜論上帝創造萬物＞p.1

1.＜惡有善報＞p.1

643

Lūn Siōng tēchhòng

Ok iú sián pò

chō bān mih
缺頁

2.＜毋通貧殫＞p.2
M̄ thang pīn-tōaⁿ

缺頁

3.＜論地球＞p.3
Lūn Tōe-kiû

缺頁

4.＜論冊＞p.4
Lūn Chheh

缺頁

缺頁

缺頁

缺頁

10.＜論筆＞

643

Lūn keng-hî
3.＜孔子的來歷＞p.5
Khóng-chú ê lâi-lek
4.＜名無合＞ p.8
Miâ bô ha̍p

5.＜論海＞p.5

5.＜論萬里長城＞p.13

Lūn Hái Lūn Hái

Lūn Bān-l í-tn̂g-siâⁿ

6.＜論金＞p.6

6.＜論豺狼＞ p.15

Lūn kim
缺頁

2.＜論鯨魚＞ p.4

Lūn chhâi-lông

7.＜鶴母疼仔＞p.7

7.＜論針＞ p.16

Ho̍h-bú thiàⁿ kiáⁿ

Lūn chiam

8.＜孟子的老母＞p.8

8.＜小呂宋＞p.18

Bēng-chû ê lāu bú

Sió Lū-sòng

9.＜論船＞p.9

9.＜印度國的故事＞p.20

Lūn Chûn

Ìn-tō͘-kok ê kò͘-sū

10.＜論筆＞p.10

10.＜論豹＞p.22

《訓蒙淺說》
，年代、作者、出版不詳﹔詳見《台灣典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4520213》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4/f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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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ūn Pà

附＜心得知足＞歌 P.12

附＜心得知足＞歌

Lūn Pit

Lūn Pit

( Sim tio̍h ti-chiok)

( Sim tio̍h ti-chiok)

11.＜論燈塔＞P.13

11.＜論燈塔＞p.11

11.＜𠢕講究所看＞p.21

Lūn Teng-thah

Lūn Teng-thah

Gâu káng-kiù só͘ khòaⁿ

12.＜囝仔的好樣＞P.15

12.＜囝仔的好樣＞p.13

12.＜馬尼拉＞p.27

Gín-ná ê hó iūⁿ

Gín-ná ê hó iūⁿ

Má-nî-la

13.＜論象＞P.17

13.＜論象＞p.14

13.＜麥加＞p.30

Lūn chhiūⁿ

Be̍k-ka

14.＜蜜蜂、虎頭蜂＞P.19

14.＜蜜蜂、虎頭蜂＞p.16

14.＜白熊＞p.35

Bit-phang.Hó͘-thâu

Bit-phang.Hó͘-thâu

Pe̍h Hîm

Lūn chhiūⁿ

-phang
15.＜論狗𠢕救人＞P.20
Lūn Káu gâu kiù lâng
16.＜論老實＞P.22
Lūn Láu-sit
17.＜論獅＞P.23
Lūn Sai
18.＜囝仔的花種＞P.25
Gín-ná ê hoe-chéng

-phang
15.＜論狗𠢕救人＞p.17 Lūn

15.＜求福氣＞p.36

Káu gâu kiù lâng

Kiû Hok-khi

16.＜論老實＞p.19

16.＜論採海絨＞p.38

Lūn Láu-sit

Lūn Bán Hái-jiông

17.＜論獅＞p.20

17.＜論柏林＞p.41

Lūn Sai

Pok-lîm

18.＜囝仔的花種＞p.22

18.＜花條馬＞p.43

Gín-ná ê hoe-chéng

Lūn Hoe-tiaû-bé

19.＜論火燻車＞p.23 Lūn

19.＜迷蝶的譬喻＞p.44

Hé-hun-chhia

Bé-ia̍h ê phì-jū(I）

20.＜掠象的法度＞p.23

20.＜迷蝶的譬喻＞p.49

Lia̍h chhi ūⁿ ê

Lia̍h chhi ūⁿ ê

Bé-ia̍h ê phì-jū (II)

hoat-t ō͘

hoat-t ō͘

19.＜論火燻車＞ P.26
Lūn Hé-hun-chhia
20.＜掠象的法度＞P.27

21.＜論駱駝＞P.29
Lūn Lo̍k-tô
22.＜論貓＞P.31
Lūn Niau
23.＜囝仔的信＞P.32
Gin-ná ê sìn
24.＜蜂虎（燈蛾)＞P.34
Phang-hó͘(Teng-gô)
25.＜論花會呷活物＞P.35
Lūn Hoe ōe chia̍h

21.＜論駱駝＞p.25

21.＜華盛頓＞p.54

Lūn Lo̍k-tô

Oa-sèng-thun

22.＜論貓＞p.26

22.＜深海奇怪的活物＞p.56

Lūn Niau

Chhim hái kî-koài ê oa̍ mih

23.＜囝仔的信＞p.27

23.＜金城抵搭落＞p.59

Gin-ná ê sìn

Kim-siâⁿ tí tah-lo̍h

24.＜蜂虎（燈蛾)＞p.29

24.＜草蜢＞p.63

Phang-hó͘(Teng-gô)

Chháu-meh

25.＜論花會呷活物＞p.30

25.＜賊改變的事＞p.66

Lūn Hoe ōe chia̍h oa̍h mih

Chha̍t kóe-pìⁿ ê sū

26.＜龍捲水＞p.32

26.＜論蚯蚓＞p.68

Lêng ká chúi

Lūn Tō͘-ún

oa̍h mih
26.＜龍捲水＞P.37
Lêng ká ch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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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論空氣＞P.38

27.＜論空氣＞p.32

27.＜巴黎＞p.73

Lūn khong-khì

Pa-lī

28.＜論猴＞p.34

28.＜買魚毋免錢＞p.76

Lūn Kâu

Bóe hī m̄ bián chíⁿ

29.＜蜘蛛絲救人＞P.41

29.＜蜘蛛絲救人＞p.35

29.＜蜘蛛＞p.79

Ti-tu-si kiù lâng

Ti-tu-si kiù lâng

Lūn khong-khì
28.＜論猴＞P.39
Lūn Kâu

Ti-tu

30.＜印冊＞P.43

30.＜印冊＞p.37

30.＜憐憫的得著憐憫＞p.81

Ìn Chheh

Ìn Chheh

Lîn-bín ê,tit-tio̍h lîn-bín

表 11﹕
《幼稚課本》第一本，1925 版與 1959 年版對照

陳瑋玲製表 2020.07.21

《幼稚課本》IÙ -TĪ KHÒ-PÚN TĒ IT PÚN 第一本
1925 版與 1959 年版對照

1

2

3

4

《幼稚課本》第一本，1925 年版，

《幼稚課本》第一本，1959 年版，

未註出版資料，有插圖。

嘉義市﹕台灣宣道社，有插圖。

＜論落雨＞

韻散結合，先詩歌

Lūn-lo̍h-hō͘

後說明文

＜歌＞

1-20 數字與事物

Koa

對韻唸謠

＜論銇＞

問答體押韻唸謠

Lūn lui

(暫譯銇﹕十文錢)

＜論嬰仔＞

問答體

1

＜論嬰仔滿月＞

2

＜論新娘＞

＜歌＞

同前

Koa
3

4

＜一摳銀＞

只變更錢的單

Chit-kho͘ gîn

位，其他相同

＜嬰仔＞

同前

Eⁿ-á
敘述文

5

Lūn Eⁿ-á móa-ge̍k
6

同前

Lo̍h-hō͘

Lūn Eⁿ-á
5

＜落雨＞

＜嬰仔滿月＞

同前

Eⁿ-á móa-ge̍k
問答體

6

Lūn sin-niû

＜新娘＞

新娘坐轎改成坐

sin-niû

車，小孩提燈改
拿花，其餘相同

7

＜論年尾＞

(敘述文)

7

Lūn nî-bé
8

＜論正月＞

(敘述文)

8

Lūn chiaⁿ- ge̍k
9

＜論讀冊＞

11

父母給銀角改成

Lūn nî-bé

銀票，其餘相同

＜正月＞

同前

chiaⁿ- ge̍k
敘述文

9

Lūn tha̍h-chheh
10

＜年尾＞

＜讀冊＞

同前

Tha̍h-chheh

＜歌＞

鳥

Koa

詩歌

＜聖詩＞

詩歌

10

＜歌＞

同前

Koa
11

＜耶穌疼我＞
Ia-so thià goá

Sèn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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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

12

＜論天父＞

詩歌

12

Lūn Thi-Pē
13

14

＜論祈禱＞

韻散結合，先說明

Lūn kî-tó

文後詩歌

＜論相疼＞

敘述文

＜論無貪心＞

13

＜論老實＞

14

＜時鐘歌＞

敘述文

15

＜蜜蜂歌＞

敘述文

16

＜聖詩＞

詩歌

17

21

＜無貪心＞

同前

＜老實＞

同前

＜時鐘歌＞

同前

Sî-cheng koa
詩歌

18

＜蜜蜂歌＞

同前

Bit-phang koa
詩歌

19

＜抵一個馬槽裡＞

同前

Tī chit ê bé chó ni̍ h

Sèng-si
20

同前

Láu sit

Bit-phang koa
19

＜相疼＞

bô tam sim

Sî-cheng koa
18

同前

Saⁿ-thiàⁿ

Lūn Láu sit
17

＜祈禱＞
kî-tó

Lūn bô tam sim
16

同前

Thi-Pē

Lūn Saⁿ-thiàⁿ
15

＜天父＞

＜論𨑨迌＞

辦家家酒

Lūn thit-thô

敘述文

＜論禮拜＞

問答體

20

＜𨑨迌＞

同前

thit-thô
21

Lūn Lé-pài

＜來禮拜＞

同前

Lāi Lé-pài
22

＜作光燈＞

詩歌

Chò kng-teng
23

＜得來吟詩＞

詩歌

Tio̍h Lāi Gîm Sī

表 12﹕《養心喻言》
，1931 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陳瑋玲製 2019.05.27

《養心喻言》Ióng-Sim Jū-Giân
1931 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目次
1

篇名

大意

＜欲就會，毋就昧＞

證道
故事類型

頁

渴鴉啣石汲水

非

1

老鼠救獅子

非

3

Beh chiū oē, m̄ chiu boē
2

＜大石也得石仔拱＞
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

3

＜知防甜言蜜語＞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ú

山狗騙烏鴉

非

5

4

＜貪字貧字殼＞

犬吠影失肉

非

6

繪者巧為王遮瑕

非

7

Tham jī,pîn jī khak
5

＜隱惡揚善＞Ú n-ok ióg-si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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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網羅纏到家己的腳＞

犬騙雞反誘敵

非

8

風折大樹蘆荻免

非

10

Tiu lô-bāng tîⁿ tio̍h ka-kī ê kha
7

〈蘆荻卡贏樹〉
Lō͘-tek khah iâⁿ chhiū

8

有本土成語

＜積穀防飢＞

蚱蜢與螞蟻

非

11

父親折筷教子

非

13

Chek-kok hông-ki
9

＜家和萬事成＞
Ka-hô bān-sū sêng

10

有本土俗語

＜騙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

放羊的孩子

非

14

＜蜘蛛爬上天羅板＞

君王受蜘蛛激勵反敗為

非

15

Ti- tu peh- chiūⁿ thian-lô-pán

勝

＜逮先的做路尾＞

龜兔賽跑

非

16

Phiàn lâng chek phiàn kí,tò-tńg hāi ka-Kī
11

12

Tāi-seng ê chòe lō͘-bē
13

有本土俗語

＜一報還一報＞

鶴與狗相酬宴

非
有本土俗語

Tt pò hoân it pò
14

18

＜雙腳踏雙船＞

蝙蝠投機遭棄

前置型

Siang-kha ta̍h siang-chûn

20

有本土俗語
有《聖經》
經文

15

＜駱駝欺主人＞

駱駝得吋進尺

非

Lo̍k-tô khi chú-lâng
16

22

有本土俗語

＜風日鬥猛＞

風日較勁

前置型

24

有《聖經》

Hong jit tó béng

教義
17

＜禮多人詐＞

蜘蛛誘捕蒼蠅

非

25

火勝斧鋸能打鐵

前置型

27

Lé-to jîn-chà
18

＜柔能勝剛＞

有《聖經》

Jiû lêng sèng kong

經文

表 13﹕《養心喻言》
，1931 年版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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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喻言》，1931 年版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照表
《養心喻言》
1.Beh chiū oē, m̄ chiu

《意拾喻言》

《伊蘇普喻言》 《海國妙喻》

《伊索寓言》

無

＜鴉渴生計＞

無

＜啣石救渴＞

＜報恩鼠＞

＜鼠報獅恩＞

無

＜鼠報獅恩＞

boē＜欲就會，毋就昧＞
2.Toā-chio̍h iā tio̍h
chio̍h-á kēng＜大石也得
269

石仔拱＞
3.Ti-hông tiⁿ-giân bi̍ t-gú

＜鴉狐＞

＜狐謀得酪＞

＜喜媚＞

＜鴉狐＞

＜犬影＞

＜貪犬失肉＞

＜肉影＞

＜叼肉之犬＞

無

無

無

無

無

＜雞狗殺狐＞

無

＜狐欲取雞＞

＜杉葦剛柔＞

＜樅茥談論＞

無

＜大橡與小草＞

無

＜蟻誡𧒙螽＞

＜蟲言＞

＜蟻曝粟＞

＜束木譬喻＞

＜傖父訓子＞

＜木條一束＞

＜束竹喻子＞

＜牧童說謊＞

＜牧童頑戲＞

＜說謊＞

＜牧童謊呼＞

無

無

無

無

＜龜兔＞

＜龜兔較跑＞

無

＜龜兔賽跑＞

＜狐鶴相交＞

＜狐鶴相請＞

＜狐鶴酬答＞

＜狐鷺相饗＞

無

＜蝙蝠兩屬＞

＜蝙蝠＞

＜蝙蝠夜飛＞

無

無

無

無

＜日風相賭＞

＜風日比力＞

＜柔勝剛＞

＜風日爭權＞

無

無

無

無

＜知防甜言蜜語＞
4.Tham jī,pîn jī khak＜
貪字貧字殼＞

5.Ú n-ok ióg-siān
＜隱惡揚善＞
6.Tiu lô-bāng tîⁿ tio̍h
ka-kī ê kha＜張網羅纏
到家己的腳＞
7 .Lō͘-tek khah iâⁿ chhiū
＜蘆荻卡贏樹＞

8.Chek-kok hông-ki＜積
穀防飢＞
9.Ka-hô bān-sū sêng＜家
和萬事成＞
10.Phiàn lâng chek phiàn
kí,tò-tńg hāi ka-Kī＜騙
人則騙己，倒轉害家己
＞
11.Ti- tu peh- chiūⁿ
thian-lô-pán
＜蜘蛛爬上天羅板＞
12.Tāi-seng ê chòe lō͘-bē
＜逮先的做路尾＞
13.Tt pò hoân it pò＜一
報還一報＞
14.Siang-kha ta̍h
siang-chûn
＜雙腳踏雙船＞
15.Lo̍k-tô khi chú-lang
＜駱駝欺主人＞
16.Hong jit tó
Béng ＜風日鬥猛＞
17.Lé-to jín-chà
＜禮多人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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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18.Jiû lêng sèng kong

無

無

無

＜柔能勝剛＞

表 14﹕《益智錄》(卷二) ，1929 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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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錄》(卷二) ，1929 年版目錄、摘要與類型
篇名
1

2

3

4

大意

證道
故事類型

頁

＜摩西得著救＞

《出埃及記》摩西新生獲救的故事。

《聖經》

Mô͘--se tit-tioh kiù

文末有問答、《詩篇》91:15

故事

＜十個仙＞

十個小仙子進入十個手指頭，助拙婦變巧

非

6

Cha̍p ê Sian

婦。文末有問答、
《箴言》6：6

＜仙佮做鞋的人＞

格林童話《小精靈與老鞋匠》

獨立型

11

Sian kap chòe-ôe ê lâng

《哥林多後書》9：8

＜虎與狼＞

內文全名〈巴仁阿瑪教的人，虎與狼〉

非

16

Hó͘- -kap Lông

Pá-Jíⁿ-A-Má Kàū ê Lâng，Hó͘- -kap Lông 機智

非

24

獨立型

28

非

34

非

45

獨立型

48

1

狼救人脫離忘恩虎的口，與《婆羅門、老虎、
狼》同類型。文末有問答、《羅馬書》6:23
5

6

＜細隻狼與駱駝＞

小狼害駱駝，駱駝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Soè chiah Lông kap Lo̍k-tô

文末有問答、《箴言》1:31

＜鹹水湖的海鷗＞

美國墾荒者遇蝗災，農民祈禱後，鹹水湖的

Kim-chúi- ô͘ ê hái-au

海鷗飛來吃掉蝗蟲。
文末有問答、《雅各書》5：13

7

8

＜一隻夜明雀＞

安徒生童話《夜鶯》

Chit chiah Iā -bêng chhiok

文末有問答、《約翰福音》11:25

＜愛講話的龜＞

與《伊索寓言》
〈龜升九天〉同類型。

Aì kóng- ōe ê Ku
9

10

文末有問答、《雅各書》3：8

＜西西里的羅默＞

西西里的國王羅伯因驕傲而降卑，謙卑悔悟

Se-se-li ê Lō͘ -be̍k

重回尊位。文末有問答、
《路加福音》2:52

＜假來怨妒的人＞

雕塑家為大官做塑像，遭官府裡的人嫉妒， 非

Gê -lai òan- tò ê lâng

雕塑家巧計反制。

57

文末有問答、《雅各書》2:52
11

12

＜金在橄欖園＞

與《伊索寓言》
〈群子掘圃〉同類型。

Kim ti Ká-ná-n̂g

文末有問答、《雅各書》5:7

＜新歐尼林的瑪賈力＞

新歐尼林的瑪賈力是美國第一座女性雕

Sin Au-ní-lim ê Má-gâ-lat

像，紀念孤貧的瑪賈力傾注一生所有幫助孤

非

62

非

64

非

69

兒。文末有問答、
《詩篇 》112:9
13

＜岱岱的琴＞

古代兩族征戰，首領岱岱以琴聲使敵人沉睡
271

14

15

16

Tāi-tāi ê khīm

致勝。《詩篇》57：8

＜好命的大厝＞

欲速者不達，腳踏實地的人進好命屋享福。 非

Hó-miā ê tōa Chhù

文末有問答、《箴言 》6:10

＜大衛佮歌利亞＞

牧童大衛打死巨人歌利亞。

《聖經》

Tāi-Pit Kap Kho-Li-A

文末有問答、《雅各書》4：6

故事

＜論自由＞

脫韁的阿拉伯馬四顧茫然，回頭找主人得飲

前置型

90

Lūn chū-iu

食。文末無問答、經文。

前置型

92

94

74

83

末段論十誡及耶穌的旨意。
17

＜高人矮人＞

高人矮人互助合作互蒙其利。

Lò lâng óe lâng

文末無問答、經文。
末段 94 頁：以「學生啊…」勸勉學生彼此
相愛、互助互信。

18

＜冰佮火〉

Tân ki-liû(陳基瑠)以冰鏡照日引火，比喻人

知識性

Peng kap hé

心如冰需仰望上帝的光。

說明文

文末無問答、經文。
19

＜不乖的囝仔＞

父親以門上釘痕教子，過犯得清但遺留記憶

Bô koai ê gin-ná

痕跡。文末無問答、無經文。

前置型

96

前置型

98

末段論天父的赦免。
20

＜好心的黑面人＞

非洲黑人們已染痘，堅拒英國旅人入內一同

Hó sim ê - O bīn lâng

過夜，避免傳染。
文末無問答、末段引《馬太福音》7:1

表 15﹕《益智錄》(卷二) ，1929 年版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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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錄》(卷二) ，1929 年版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照表
1929 年

《意拾喻言》

《伊蘇普喻言》

＜愛講話的龜＞

＜鷹龜＞

＜海龜學飛＞

＜學飛＞

Aì kóng- ōe ê Ku

P.24

P.88

P. 54

＜金在橄欖園＞

＜農夫遺訓＞

＜父遺子地＞

Kim ti ká-ná-n̂g

P.37

P.42

《益智錄》(卷二)

《海國妙喻》

《伊索寓言》
＜龜升九天＞P.96

P.45
＜農人＞
P. 77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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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子掘圃＞
P.110

表 16﹕《東方的故事》
、
《東方伊朔》典故出處對照表

陳瑋玲製表 2019.12.31

《東方的故事》
、《東方伊朔》典故出處對照表
目次

1

2

1916 年版《東方的故

1908 年版《東方伊

事》
，75 則，臺南新樓聚

朔》
，上海美華書館

珍堂印。

發行，151 則。

Le̍k-ài m̄ sī thiàⁿ-thàng

＜溺愛非愛＞，P.3.

4

《左傳‧成公十六年》

＜溺愛毋是痛疼＞，

，谷陽愚忠獻酒，子反

P.1-2.

誤軍機。

Káu ok liân-lūi chiú sng

＜狗猛酒酸＞，P.11.

＜狗惡連累酒酸＞，P.3.
3

典故出處

《韓非子‧外儲說右

證道
故事類型
前置型

前置型

上》

Gâu tû bê sìn

＜河伯娶婦＞，P.題

《史記‧滑稽列傳》後

＜𠢕除迷信＞，P.4-7.

詞

褚少英續補。

Chit-hî tiò toā-tāi

＜豚蹄祈歲＞，P.8.

《史記‧滑稽列傳》
，齊

＜ 鯽魚釣大鮘＞，P.8-9.

非

前置型

威王遣淳于髡求趙國援
兵

5

Tio̍h kiû ka-kī

＜反求諸己＞，P.2-3.

＜得求家己＞，P.9-10.

《史記·夏本紀》：伯啟

前置型

敗於有扈氏，自省圖
治。

6

Khoàⁿ lâng teh kóng oē

＜看人說話＞，

《淮南子‧人間訓》
，孔

＜看人底講話＞，

P.30-31.

子行游，馬失食稼，野

前置型

人怒而系之。子貢往說

P.10-12.

不可得，馬圉說野人，
喜而歸還。
7

Siú tu thāi thò͘ ＜ 守株

＜守株待兔＞，P.32.

《 韓 非 子 ‧五 蠹 》

前置型

＜星火燎原＞，P.41.

《史記‧楚世家》
、《史

前置型

待兔＞，P12-13.
8

9

10

Hé-chhiⁿ oē sio goân-iá
＜火星會燒原野＞，

記‧吳太伯世家》
，兩女

P.13-15.

爭桑，吳楚交戰。

Ū lé-sò͘ ê tit-tio̍h siúⁿ

無

《說苑‧復恩》
，趙襄子

＜有禮數的得著賞＞，

困，高赫莫敢失君臣

P.15-16.

禮，無功而受上賞。

Sûi-ki èng-piàn

＜卞莊刺虎＞，P.40.

＜隨機應變＞，P.16-17.

《史記‧張儀列傳》
，卞

前置型

非

莊子刺雙虎，伺機而
動。

11

Chin gâu chhú pó

＜和氏之璧＞，P.35.

＜真𠢕取寶＞，P.17-19.
12

《韓非子‧和氏第十三

前置型

》

Siān iú siān pò

＜為善必昌＞，

1.《淮南子‧人間訓》
，

＜善有善報＞，P.19-22.

P.39-40.

宋國某積善之家，黑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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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型

生白牛，孔子曰吉，父
子因盲免戰，戰後復
明。
2.《淮南子‧人間訓》
，
陽虎刺守門人，害之反
利之。
13

Kî-koài ê tāi-chì

＜咄咄怪事＞，P.3.

＜ 奇怪的代誌＞，

《呂氏春秋‧慎大》，

前置型

周武王問國之妖。

P.22-23.
14

Kò͘ chêng bô kò͘ āu

＜利令智昏＞，P.1.

＜顧前無顧後＞，

《 莊 子 ‧山 木 》
，螳

前置型

螂捕蟬，黃雀在後。

P.23-24.
15

16

Khò sè hō͘ sè gō͘

＜恃巧必亡＞，P.23.

《莊子‧雜篇‧徐無

＜靠勢互勢誤＞，

鬼》

P.25-27.

，吳王射狙(猴)

Chhin-ba̍k khoàⁿ iáu-bē

＜目見猶虛＞，P.11.

《孔子家語‧卷五‧困

sī chin-si̍ t.

厄‧第二十》，顏回攫

＜親目看猶未是真實

甑。

非

非

＞，P.27-28.
17

Iám ní tō lêng

＜掩耳盜鈴＞，P.2.

＜ 掩耳盜鈴＞，P.29.
18

Bīn tn̂g chi̍ t tn̄g

《呂氏春秋‧自知》
，原

前置型

為盜鐘掩耳。
＜面長一丈＞，P.9.

＜面長一丈＞，P.30-31.

馮夢龍，
《古今譚概‧塞

非

語部‧第二十五》
，彭祖
面長。

19

Tâng-sim hia̍p-le̍k

＜戮力一心＞，P.2.

＜同心協力＞，P.31-32.

《魏書‧列傳第八十九

前置型

‧吐谷渾傳》
，阿豺折箭
教子。

20

Tio̍h kiâⁿ hō͘ lâng tè

＜桓公惡紫＞，P.16.

＜ 得行互人隊＞，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前置型

》
，齊桓公好紫，惡紫。

P.32-33.
21

Kín sū khoaⁿ pān

＜憂喜不形＞，P.10.

＜緊事寬辦＞，P.34-35.
22

Chín-chè lâng tio̍h

馮夢龍，
《智囊全集‧上

非

智部》，裴度失印。
＜濟貧務急＞，P.24.

ki̍ p-sî

《莊子‧外物篇》
，莊周

前置型

貸粟，涸轍枯魚

＜賑濟人著及時＞，
P.35-37.
23

Hō hok oh-tit hun-piat

＜塞 翁 失 馬 ＞ ，

《 淮 南 子 ‧人 間 訓

＜禍福僫得分別＞，

P. 2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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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37-38.
24

Tùi sió-khoá oē chai toā

＜見小知大＞，P.27.

馮夢龍，《智囊全集‧

hāng

知微卷五》，紂王得象

＜對小可會知大項＞，

牙箸，箕子憂亡國。

非

P.38-39
25

26

Chhē boē sí ê hong-hoat

＜求不死方＞，P.14.

《 韓 非 ‧外 儲 說 左

＜揣昧死的方法＞，

上 子 》， 燕 王 求 不

P.39-41.

死方。

M̄ chai khin-tāng

＜不知輕重＞，P.8-9.

＜毋知輕重＞，P.41-43.

《呂氏春秋‧慎大覽‧

非

非

權勳》
，觸子逃亡，齊王
貪小失大。

27

Sún jîn lī kí.

＜損人利己＞，P.8.

＜損人利己＞，P.43-44
28

Hoat-tō͘ chāi lâng ēng ＜

Iú bêng bû si̍ t

＜術在人用＞，P.6.

Phòng-hong bô toé

＜得人遺契＞，P.6.

Tio̍h chiàu-kò͘ sin-thé

非

《列子‧說符》宋人得

非

人遺契，誇富於鄰。
＜大言欺人＞，P.40.

＜膨風無底＞，P.47-48.
31

《莊子‧逍遙遊》
，不龜
手藥。

＜有名無實＞，P.46.
30

非

梧枯枝，既伐，求為薪。

法度在人用＞，P.44-46.
29

《列子‧說符》
，鄰請伐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非

》，棘刺雕猴。
＜全受全歸＞，P.7.

＜得照顧身體＞，

《禮記‧祭義》
，樂正子

前置型

春之憂與孝。

P.48-49.
32

33

Kè-sit tio̍h kín koé

＜月攘一雞＞，P.11

＜過失得緊改＞，

盈之問廢稅，孟子以鄰

P.49-50.

人攘雞為喻。

Hô͘-hūn bóng kè

＜吹竽濫食＞，P.12.

＜胡混罔過＞，P.50-51.
34

《孟子‧滕文公下》戴

M̄ thang lōng hiám

《韓非子‧內儲說上》

非

前置型

，濫竽充數。
＜驪龍之珠＞，P.23.

＜毋通弄險＞，P.52-53.

《莊子‧列禦寇》
，探驪

非

得珠。老父毀珠，禁子
涉險。

35

Sîn iā ū kok

＜臣亦有國＞，P.13.

＜ 臣也有國＞，P.53-54.

《呂氏春秋‧季秋紀‧

前置型

審己》
，柳下惠拒為岑鼎
毀誠信。

36

U̍t pāng siong chhî

＜鷸蚌相持＞，P.25.

＜ 鷸蚌相持＞，P.54-56.
37

Tio̍h chiàu kong-tō͘

《戰國策‧燕策二》
，鷸

非

蚌相持，漁人得利。
＜不避嫌怨＞，P.19.

＜得照公道＞，P.56-58.

《吕氏春秋‧去私》
，外舉不避仇，內舉不
避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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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型

38

Chhâ koe ū oân-choân ê

＜木雞德全＞，P.18.

《莊子‧達生第八章》

非

，形神內斂，呆若木雞。

tek-hēng＜柴雞有完全
的德行＞，P.58-60.
39

M̄ chai ka-kī ū pīⁿ

＜不知己病＞，P.25.

＜毋知家己有病＞，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前置型

》
，齊桓公諱疾忌醫。

P.60-61.
40

Kiáⁿ kan-chèng pē choè

＜子證父盜＞，P.13.

chha̍t＜囝干證父做賊

《呂氏春秋‧仲冬紀‧

非

當務》

＞，P.61-63.
41

42

Hoán-hoé jīn-choē

＜負荊請罪＞，

《史記‧卷八十一廉頗

＜反悔認罪＞，P.63-66.

P.22-23.

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Gâu tī-lípeh-sìⁿ

＜不治之治＞，P.19.

《淮南子‧主術訓》

＜𠢕治理百姓＞，

前置型

前置型

，璩伯玉無為而治

P.66-67.
43

Sū hông kah sî

＜得時者昌＞，P.20.

＜事逢合時＞，P.67-69.

《列子‧說符》
，得時者

前置型

昌，失時者亡、理无常
是，事无常非。

44

45

To gî oē hāi sū

＜疑事無功＞，P.22.

《淮南子‧氾論訓》

＜多疑會害事＞，

，宋人嫁女，私藏物遭

P.69-71.

遣。

Kín pháng bô hó se

＜宋人揠苗＞，P.21.

＜ 緊紡無好紗＞，

《孟子‧公孫丑上》

前置型

前置型

，揠苗助長。

P.71-72.
46

Chéng tíoa

＜井鼃之見＞，P.26.

《莊子‧外篇‧秋水》

前置型

＜宜盡人道＞，P.28.

《左傳‧昭公十八年》

非

＜井底蛙＞，P.73-75.
47

48

Chīn choè lâng ê
pún-hūn.＜盡做人的本

，子產盡人事，不信裨

分＞，P.76-77.

灶言。

M̄ thang khò-sè

＜十樹一拔＞，P.36.

＜毋通靠勢＞，P.77-79.

《韓非子‧ 說林上》， 前置型
陳軫貴於魏王，惠子告
之必善事左右。

49

50

Put ti put choē

＜ 瞽者無罪＞，

《韓非子‧說林上》
，惠

＜不知不罪＞，P.79-81.

P.36.

子說鄒君，赦田駟之侮

Chū-siong mâu-tún

＜自相矛盾＞，P.37.

《韓非子‧難一》
，自相

＜自相矛盾＞，P.81.
51

Bô lī-ek lâng

前置型

非

矛盾
＜有名無實＞，P.38.

＜無利益人＞，P.82-83.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
，屈穀以堅瓠之類說田
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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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型

52

Kò͘-chip put-thong

＜固執不通＞，P.41.

＜固執不通＞，P.83-84.
53

O̍h m̄ tio̍h iūⁿ

Siá-seng chhú-gī

＜鄭人為袴＞，P.42.

Kúi-koài ê pún-sū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非

》
，卜妻為褲。
無

《三國演義‧第四十一

＜捨生取義＞，P.85-86.
55

非

，鄭人買履。

＜學毋對樣＞，P.84-85.
54

《韓非子‧外儲說上》

前置型

回》
，糜夫人投井
＜鬼魅伎倆＞，P.38.

＜鬼怪的本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前置型

》
，畫鬼最易。

P.87-88.
56

57

Bat lâng khah-hó bat chîⁿ

無

《新序‧刺奢》
，孔子曰

＜識人較好識錢＞，

﹕「孟獻子之富，可著

P.88-89.

於春秋。」

Chāi Chîn ūi Chîn

＜跖犬吠堯＞，P.42.

＜ 在秦為秦＞，P.89-90.

《戰國策‧ 齊策》
，跖

前置型

非

狗吠堯。
《漢書‧ 蒯伍江息夫
傳》，蒯通以跖狗吠堯
巧說高祖，免死。

58

Poaⁿ chhù boē kì-tit poaⁿ

無

《孔子家語‧賢君》

bó͘ ＜搬厝昧記得搬某

非

，徙宅忘妻。

＞，P.90-91.
59

60

Bô sìn pîn, oē gō͘ sū ＜

無

《史記‧ 卷四‧周本

無信憑，會誤事＞

紀第四》
，周幽王烽火戲

，P.91-95.

諸侯。

Pó-sioh kong-im

無

《韓詩‧外傳‧卷

＜保惜光陰＞，P.95-96.
61

Boē chip-koat-tit

？缺 94 頁

非

九》
，皋魚之泣。
無

《荀子 ‧子道》，孔子

＜昧執罣得＞，P.97-98.

前置型

曰﹕「審其所以從之之
謂孝、之謂貞也。」

62

Lāu bé oē jīn lō͘ ＜老馬

＜老馬識途＞，P.44.

會認路＞，P.98-99.
63

64

Chha̍k kê ka-kī giâ

《韓非子‧說林上》
，識

非

途老馬。
《呂氏春秋 ‧淫辭》

非

＜鑿枷家己扛＞，

，宋君殺唐鞅，自作自

非

P99-100.

受。

Lóng tio̍h jīn chit.

＜唐鞅詭對＞，P.44.

＜臧穀亡羊＞，P.43.

＜攏著認職＞，

《莊子‧駢拇》
，臧穀亡

非

羊。

P.100-101.
65

Iûⁿ chhēng hó͘ phê

＜羊質虎皮＞，P.42.

＜羊穿虎皮＞，P.101.

《法言‧吾子》
，羊質虎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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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66

Hô͘ ká hó͘ ui

＜狐假虎威＞，P.40.

《戰國策‧楚策一》

前置型

＜隨珠彈雀＞，P.30.

《莊子‧讓王》

非

＜貪小失大＞，P.5.

1.《韓非子‧說林下》

前置型

＜狐假虎威＞，
P.101-103.
67

Ēng chin-chu toāⁿ
chiáu-á ＜用珍珠彈鳥
仔＞，P.104.

68

Tham sió sit toā
＜貪小失大＞，

，知伯鑄大鐘遺仇由之

P.104-109.

君。
無

2.《春秋穀梁傳‧僖公二
年》晉獻公借道伐虢，
脣亡齒寒。

69

Oē siú chiah sī Gâu

＜憂盛危明＞，P.3-4.

＜會守才是𠢕＞，

《國語‧晉語九》
，趙襄

前置型

子攻翟。

P.109-110.
70

Chi̍ t lâng chi̍ t hāng tio̍h

＜偏執一見＞，P.8.

＜一人一項對＞，

《列子‧說符》
，昆弟三

非

人學仁義，各偏一見。

P.111-112
71

72

Oē chiū bô ûi-lân

＜勞而無功＞，P.35.

《韓非子‧ 外儲說左

＜會就無為難＞，

上》，宓子賤治單父，

P.112-113.

心憂身臞。

Khoàⁿ kūn bô khoàⁿ hn̄g

非

＜曲突徙薪＞，P.35.

《漢書‧霍光傳》

前置型

無

《三國演義‧第二十五

前置型

＜看近無看遠＞，
P.114-115.
73

Kín-sīn só͘ kiâⁿ
＜謹慎所行＞，

回》
，關雲長夜讀避嫌。

P.115-116.
74

Chèng tāu siu tāu

＜以德報怨＞，P.3.

＜ 種豆收豆＞，

《史記‧秦本紀》，岐

前置型

下野人報秦繆公之德。

P.116-119.
75

Kau chhián giân chhim

＜交淺言深＞，P.37.

＜交淺言深＞，

《韓非子‧說難》
，智子
疑鄰。

P.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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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芥菜子》寓言譯介表

陳瑋玲製表 2019.06.27
《芥菜子》寓言譯介表

日期

刊名

卷期

篇名

譯改者

頁數

(題名)
1926.01

芥菜子

3號

陳清忠

＜一滴一滴的水＞

Tân Chheng-tiong

1.＜老的獅＞Lāu ê Sai( P.25)

25-28

2.＜狐狸＞Hô͘-lî ( P.25-26)
3.＜樹林的神佮出外人＞
Chhiū-nâ ê Sîn kap
Chhut-goā-lâng ( P.26)
4.＜豺狼佮羊阿仔＞ Chhâi-lông
kap Iûⁿ-á kiáⁿ (P.27)
5.＜獅、驢阿佮狐狸＞
Sai, Lū-á kap Hô͘-lî ( P.28)
6.＜賊阿佮狗＞
Chha̍t-á kap Káu
1926.05

芥菜子

4 號

陳清義

＜一滴一滴的水＞

Tân Chheng-gī

7.＜神佮車夫＞

( P.28)
6-7

Sîn kap Chhià-hu (P.6)
8.＜歕笛仔的人＞
Pûn ta̍t-á ê lâng

(P.6-7)

9.＜穿羊皮的豺狼＞
Chhēng iûⁿ-phê ê chhâi-lông(P.7)
10.＜暗光佮螽斯＞ (蟋蟀)
À m-kong kap Chiong-su
(sek-sut)
1926.06

芥菜子

5 號

(P.7)

陳清忠

＜一滴一滴的水＞

Tân Chheng-tiong

11.＜守錢奴＞ Siú-chîⁿ-lô͘ (P.8)
12.＜驢佮螽斯 (蟋蟀)＞
Lû kap Chiong-su (sek-sut)
(P.8-9)
13.＜酒醉的丈夫＞
Chiú-chuì ê tiōng-hu (P.9)
14.＜獅佮蛇＞Sai kap choâ (P.9)
15.＜獅、牛、山羊、綿羊＞
Sai, Gû, Soaⁿ-iûⁿ, Biân-iû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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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1926.09

芥菜子

8 號

陳清忠

＜一滴一滴的水＞

Tân Chheng-tiong

16.＜猴母佮猴囝＞

11-12

Kâu-bú kap kâu-kiáⁿ

(P.11)

17.＜鐺鳥的人佮雲雀＞
Tng chiáu ê lâng kap Hûn-chhiok
(P.11)
18.＜馬佮鹿＞Bé kap Lo̍k (P.11)
19.＜肉店的人佮狗
Bah-tiàm ê lâng kap Káu
(P.11-12)
20.＜狐狸佮伊的尾溜＞
Hô͘-lîkap i ê bé-liu

表 18﹕《芥菜子》寓言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應表

(P.12)

陳瑋玲製表 2019.6.27

《芥菜子》寓言與伊索寓言漢譯本對應表
1.老的獅 Lāu ê

《意拾喻言》

《海國妙喻》

《伊蘇普喻言》

《伊索寓言》

Sai

無

無

＜衰獅罵驢＞

＜病獅被辱＞

P.111

P.125

無

＜焚狐毀田＞

2.狐狸 Hô͘-lî

無

無

P.134
3.樹林的神佮出

無

無

外人 Chhiū-nâ ê

＜樵夫交神＞

＜呵暖呵冷＞

P.28

P.166

＜狼圖攫羔＞

＜羔羊遇狼＞

P.29

情節次序改變減少

Sîn kap
Chhut-goā-lâng
4.豺狼佮羊阿仔

＜豺烹羊＞

Chhâi-lông kap

P.20

無

Iûⁿ-á kiáⁿ

P.86

5.獅、驢阿佮狐

＜獅驢同獵＞

狸
Sai, Lū-á kap

無

＜三獸同盟＞

＜獅驢狐同盟＞

P.21

P.38-39

P.137

獅 、驢

獅 、驢 、狐

6.賊阿佮狗

《意拾喻言》

《伊蘇普喻言》

《伊索寓言》

Chha̍t-á kap Káu

＜義犬吠盜＞

＜家犬吠賊＞，

＜攜肉飼狗＞只說

有教訓、富翁

一賊、拿飯團

是盜及肉，不加教

家、群盜、擲

兒、有教訓

訓。

餌。

P.59

＜賊阿佮狗＞增加

Hô͘-l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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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在睏的、指明是牛

P.38

肉、一個賊、增加教
訓。
P.150
7.神佮車夫

＜車夫求佛＞

＜車夫＞

＜神諭車夫＞

＜犢車陷轍＞

Sîn kap

P.38

P.69

P.45

P.91

8.歕笛仔的人

＜鼓手辯理＞

＜吹角＞

＜吹手就擒＞

＜吹角之兵＞

Pûn ta̍t-á ê lâng

P.38

P.60

P.61

P.163

9.穿羊皮的豺狼

無

無

＜狼粧羊容＞

＜狼蒙羊皮＞

P.103

P.97

無

＜鴟與螽斯＞

Chhià-hu

Chhēng iûⁿ-phê ê
chhâi-lông
10.暗光佮螽斯

無

無

(蟋蟀) àm-kong

P.155

kap Chiong-su
(sek-sut)
11.守錢奴

無

無

＜看財失財＞

Siú-chîⁿ-lô͘
12.驢佮螽斯

＜瘞金牆下＞P.101

P.66
無

無

無

(蟋蟀) Lû kap

＜驢露飲＞
P.87

Chiong-su
(sek-sut)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15.獅、牛、山

＜獅子出獵＞

＜驢與獅盟＞

羊、綿羊

P.52-53

P.119

16.猴母佮猴囝

＜愛一嫌一＞

＜猿生二雛＞

Kâu-bú kap

P.123

P.138

13.酒醉的丈
夫。Chiú-chuìê
tiōng-hu

14.獅佮蛇
Sai kap choâ

Sai, Gû,
Soaⁿ-iûⁿ, Biân-iû

kâu-kiá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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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鐺鳥的人佮

無

無

＜鵔鸃哭訴＞

雲雀 Tng chiáu ê

無

P.65

lâng kap
18.馬佮鹿

＜馬圖復仇＞

Bé kap Lo̍k

P.148-149

無

無

20.狐狸佮伊的

＜狐誇不具＞

＜斷尾掩醜＞

尾溜 Hô͘-lî kap i

P.90

P.99

19.肉店的人佮

無

無

狗 Bah-tiàm ê
lâng kap Káu

ê bé-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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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參考圖片

圖1

圖2

《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號

《芥菜子》創刊號

圖3

圖4

巴克禮牧師

馬雅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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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圖 5-1

《十個故事》封面

《十個故事》1913 年版權頁

圖6

圖7

《有求必應》大正六年封面

《天路指南—對死入活》(下卷)19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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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文安、朱約安、萬真珠和盧仁愛

圖9

圖 9-1

《德育的故事》1932 年封面

《德育的故事》(卷一）1932 年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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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圖 10 -1

《訓蒙淺說》(第二本）1911 年封面

＜迷蝶的譬喻＞(I）

圖 11
圖 11-1

《幼稚課本》（第一本）1925 年版封面

第五課＜論嬰仔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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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圖 11-3

第七課＜論年尾＞

第八課＜論正月＞

圖 11-4

圖 11-5

第九課 ＜論讀冊＞

第十四課 ＜論相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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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

圖 11-7

第十五課＜論無貪心＞

第十六課＜論老實＞

圖 11-8

圖 12

第二十課＜論𨑨迌＞

《幼稚課本》（第一本）1959 年版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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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圖 11-9

《幼稚課本》（第一本）1959 年版

《幼稚課本》（第一本）1925 年版

第一課 ＜落雨 ＞

第一課 ＜落雨 ＞

圖 13

圖 13-1

《臺南府城教會報》1896 年 10 月

〈知防甜言蜜語〉

〈知防甜言蜜語〉

插圖﹕＜烏鴉，山狗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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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圖 14-1

《臺南府城教會報》1896 年 11 月

〈大石也得石仔拱〉插圖

〈大石也得石仔拱〉

＜獅憐憫貓除的圖＞

圖 15
《臺南府城教會報》1896 年 12 月

圖 16

〈貪字貧字殼〉文與插圖

《養心喻言》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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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圖 16-2

＜貪字貧字殼＞《養心喻言》插圖

＜要就會，毋就昧＞《養心喻言》插圖

圖 16-4

圖 16-3

＜一報還一報＞《養心喻言》插圖

＜逮先的作路尾＞《養心喻言》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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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5

圖 17

《養心喻言》白話字母和阿拉伯數字

《益智錄》(卷二) 1929 年

圖 18

圖 19

《新聞的雜錄》1915 年版權頁

《東方的故事》1916 年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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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圖 20-1

《繪圖字母》1902 年 封面

《繪圖字母》白話字母、拼音和插圖

圖 20-2

圖 20-3

＜蜘蛛＞《繪圖字母》插圖

九九乘法表《繪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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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廈門，鼓浪嶼版權頁和插圖

圖 21-1

圖 21-2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圖 21-3

圖 21-4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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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圖 21-6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天路歷程》(下本) 1898 年版插圖

圖 22

圖 23

《天路歷程》( 第一本) 1931 年

《天路歷程》(第二卷) 1950 年

閩南聖教書局 版權頁

臺灣教會公報社 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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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2、3、4
《天路歷程》( 第一本) 1931 年閩南聖教書局插圖

圖 23-1、2、3
《天路歷程》(第二卷) 1950 年插圖

圖 24

圖 25

《安樂家》1890 年，臺南府城聚珍堂版權頁

《以勒的福音》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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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圖 26

《女界名人》1923 年

《女界名人》1923 年封面

臺南新樓冊房版權頁

圖 28

圖 27

《仰望地》1917 年 廈門粹經堂

《欣慕義親像吆啐瘩》封面

版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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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勒詩嘉的代誌》1955 年

圖 29-1

臺灣教會公報社封面

勒詩嘉吃茶點《勒詩嘉的代誌》插圖

圖 29-2

圖 30

牧師到宅探訪勒詩嘉《勒詩嘉的代誌》插圖

《泰迪的鈕阿》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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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泰迪的鈕阿》1917 年

圖 31-1

閩南聖教書局版權頁

泰迪跟玩伴談釦子《泰迪的鈕阿》插圖

圖 31-2

圖 31-3

泰迪跟娜妮在獨木橋上對峙

泰迪與官兵《泰迪的鈕阿》插圖

《泰迪的鈕阿》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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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孝女，哋喳感激老爸》

圖 33

1925 年廈門閩南聖教書局版權頁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封面

圖 33-2

圖 33-1

第二天搭蒸汽船

仁德帶傘與包袱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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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圖 33-4

雞群吃飼料

母雞孵蛋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圖 33-5

圖 33-6

仁德做禮拜

乖阿拜眠床公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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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

圖 33-8

小鴨學浮水

母山羊喪羊羔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圖 33-9
仁德要回家，乖阿哭泣《幼稚課本》(第二本) 1920 年版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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